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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用多 Agent 系统(multi-agent system ,MAS)协同工作模型来克服已有谈判支持的不足 , 研究了

MAS 系统的组织结构和交互机制;给出了基于MAS 协同框架系统体系结构和工作模式 ,并介绍了系统的开发

环境和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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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国内外学者对谈判问题的理论和

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近年来由于计算

机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 ,谈判支持技术有了长足

的进步 ,谈判支持系统(negotiation support system ,

NSS)在理论上被提出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NSS

是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手段 ,应用科学决策理

论与方法 ,针对谈判问题 ,通过提供背景材料 ,协

助各方明确问题 、建立数学模型 、列举可行协议 、

进行分析比较 ,为谈判各方达成协议提供支持的

人机交互式的信息系统
[ 1]
。在 NSS 逻辑结构中 ,

辅助决策部分是系统的核心 ,它包括谈判问题的

形式化模型 ,谈判最优解分析和用于描述偏好的

效用函数等。人机接口部分完成谈判问题的表

述 、谈判方案与报价的传递等。数据库部分存放

了与谈判有关的背景信息 、历史数据 ,以及达成的

协议等重要文档 ,如图 1所示。

目前的一些 NSS , 如 Mediator
[ 2]
、ICRSS

[ 3]
和

INSPIRE
[ 4]
等 ,一般是通过数学规划 , 按照 Pareto

最优的原则 ,为谈判人提供建议解或方案 。这些

系统需要谈判人同步实时操作 ,不能离开人的参

与和控制。在谈判双方都确认身份并进入系统

后 ,NSS才正式提供谈判的过程支持和解支持。

假如在谈判中 ,任何一方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反馈

信息或离开现场 ,谈判便宣告失败。如果此时仍

然希望完成谈判的全过程 ,则需要一个“代理”继

续参与。NSS 还存在着谈判时间开销过大的问

图 1　谈判支持系统的逻辑结构

Fig.1　Logic of Negotiation Support System

题 ,比如通过 Internet进行洽谈和交易的电子商务

活动。它虽然带来了无限的商机 ,但对于每一位

客户 ,供应商都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与之协商并

签订协议。当客户群体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 ,供

应商的时间花销便急剧增加。随着经济全球化 、

电子商务活动范围扩大和企业竞争的不断加剧 ,

远程谈判的高效 、经济 、便捷成为新的发展要求。

高级管理人员或决策者常常希望不必亲临商务活

动的全过程 ,完全或部分地由“代理”做好协商和

签订协议等工作。

1　基于 MAS协同框架的 NSS设计

方案

　　Agent技术
[ 5]
的发展为 NSS研究提供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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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 。Agent驻留在复杂的动态环境中 ,对环境具

有感知能力 ,靠自身利益驱动 ,并能通过一系列行

动达到自身目标 。它与传统的软件不同 ,具有自

主性 、智能性 、协作性等特点 ,在没有直接干预的

情况下可以自主活动 、分工协作 ,共同完成大部分

任务 。

考虑用 Agent作为人的“代理”参与谈判 ,解

决NSS 的人力和时间损耗问题。由于谈判事务

种类繁多 ,包括用户登陆 、信息交互 、谈判方案的

评估 、谈判历史数据库的组织等 ,单个 Agent难以

完成如此复杂的任务 , 因此 , 必须设计不同的

Agent来组成 MAS 系统 ,构建协同工作框架。模

型中应包含被赋予谈判 、调解 、管理和人机交互职

责的 4种Agent ,在谈判时它们各司其职 、分工协

作 ,代替人自主完成与协商相关的全部事务
[ 6]
。

Agent的功能需要封装起来 ,以便于本地或者远程

调用
[ 7]
。基于上述思想 ,本文将不同种类的 Agent

在网络环境中集成 ,建立一种新型基于 MAS 的

NSS 体系 ,如图 2所示 。

图 2　基于MAS的 NSS 体系结构

Fig.2　Framework of NSS Based onMAS

分布式环境下基于 MAS的 NSS 具有以下功

能。

1)不仅能够提供对谈判过程各种活动的支

持(过程支持),还可以依据谈判人的目标为其提

供相应的谈判解决方案(解支持);

2)谈判支持机制在网络环境中实现 ,用户只

需要一台接入 Internet的 PC 机 ,通过浏览器即可

得到各种谈判支持;同时系统的其他 Agent也能

够进行交互通讯;

3)MAS系统除了具有协作性 、智能性 ,还有调

解和控制能力;不仅能协调双方的利益冲突 ,还能

对谈判成功或破裂的结果给出相应的行为反馈。

2　系统开发与实现

2.1　MAS协同框架

异地谈判中 ,基于MAS 的NSS 通过网络环境

为谈判双方都提供了界面 Agent和谈判Agent。驻

留在服务器端的谈判 Agent接到界面 Agent发来

的谈判请求和谈判目标等信息后 ,迅速构造谈判

模型和有关的谈判方案。两个谈判 Agent之间并

不直接交互 ,报价的交流要通过中间人 Agent完

成。后者得到双方的谈判方案后进行调解 ,直到

均获取了可以接受的方案并签订协议 ,或者陷入

僵局宣告调解失败为止。上述过程是在管理

Agent发出指令后宣告开始的 ,终止前它还要监督

谈判 Agent将谈判历史方案存档 ,然后发布谈判

结束信息 ,如图 3所示 。

图 3　NSS中的MAS 协同框架

Fig.3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of MAS in NSS

2.2　MAS中的 Agent设计

分布式环境中的Agent如果从事智能活动 ,则

应具备感受器 、效应器 、通讯器和推理机等部件。

它通过感受器获取环境变化信息 ,或由通讯器接收

到其他Agent的发送数据后 ,立刻告知推理机。推

理机综合出解决方案后以操作命令的形式下达至

效应器 ,做出相应于外部触发条件的处理动作 ,或

由通讯器发出一定的反馈信息。按照上述过程 ,

Agent便可完成系统赋予它的各种任务。

在本文提出的MAS框架中 ,用户界面Agent通

过感受器接收谈判人的目标 ,并由通讯器转至谈

判Agent。谈判过程中可视化图形和谈判的中间

方案 、最终方案(或者谈判僵局信息)的告知通过

界面 Agent 的效应器反馈给谈判人 。由于此类

Agent主要负责信息在人机接口的输入与输出 ,因

而 ,其推理机仅仅实现了一些集成和校验操作。

谈判 Agent和中间人 Agent类似 ,它的感知与效应

动作都依赖于通讯器 ,但是其推理机的结构都要

比别的部件复杂。在得到对手的谈判方案或报价

后 ,根据知识库中的谈判规则重构自己的方案 ,或

者将对手的报价与自己的目标相比较 ,充分评估

后给出 “同意” 、“拒绝”一类的答复(或者是自己

的新报价 、新方案)。中间人 Agent接收到双方的

方案和报价后 ,依照谈判问题求解模型和知识库

中的让步规则 ,给出所谈问题的 Pareto 解;如果某

方不满意则进行调解 。管理 Agent的工作实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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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规则的控制 ,它保存了所有Agent的状态

Status ,在得到消息 Message 后启动控制指令表中

的一 系 列 命 令 动 作 。 规 则 可 表 述 为:if

(〈Message〉)(〈Status〉)then(Actions)。

2.3　MAS协同工作的技术实现

多Agent协作是构造 MAS 的前提 ,需要通过

Agent之间的交互来实现。在 MAS 系统中 ,由通讯

器间的消息传送
[ 8]
来达到Agent和外界交流信息的

目标。本文在程序设计时应用了 Java提供的网络

编程功能
[ 9]
。为了能够接收其他Agent提出的通讯

要求 ,Agent被启动的瞬间 ,其通讯器线程就创建了

一个监视端口 8002的服务器套接字 s ,用 Java编程

实现为:ServerSocket s = new ServerSocket(8002)。

然后用 s.accept()等待其他Agent的通讯连接 ,同时

该方法将阻塞本通讯器线程 ,直到有一个Agent连

接成功为止 ,即Socket socket =s.accept()。其中的

s.accept()方法返回一个套接字类对象 socket ,通过

此对象可实现连接其他Agent与本 Agent之间的通

讯。当一次通讯完成以后用 socket.close()关闭套

接字对象 ,再用 s.accept()等待其他Agent的通讯连

接。

如果某个 Agent 希望与已经被启动的那个

Agent进行主动通讯 ,其通讯器线程在进行通讯之

前需创建一个套接字对象 socket ,并将其连接到

那个Agent的端口 8002上 ,源代码为 Socket socket

=new Socket(IP 地址 ,8002)。接下来就可以进行

交互通讯了 ,通讯完毕后用 socket.close()方法关

闭套接字对象。

2.4　基于 MAS的 NSS三层结构模式

为给谈判各方提供远程谈判的环境和过程支

持 ,基于 MAS 的 NSS 应用了 Internet方便和实用

的网络环境以及先进的 Web 技术 , 采用基于

Browser Server(B S)三层体系结构的解决方案
[ 10]
。

B S 三层结构在逻辑上被分成表示层 、功能层和

数据层 3个相对独立的单元:①表示层 ,即Web

浏览器 ,包含系统的显示逻辑。它的任务是由客

户端的浏览器向网络上的Web 服务器提出服务

请求 ,Web 服务器对用户身份进行验证后使用

HTTP协议把所需的主页回送给客户端 ,客户机接

收到回送的主页文件 ,并把它显示在Web 浏览器

上。②功能层 ,即具有应用程序扩展功能的Web

服务器 ,包含系统的事务处理逻辑。它的任务是

接受用户的请求 ,首先需要执行相应的扩展应用

程序与数据库进行连接 ,通过SQL 等方式向数据

库服务器提出数据处理申请 ,然后等数据库服务

器将数据处理的结果提交给Web 服务器 , 再由

Web服务器传送回客户端 。③数据层 ,即数据库

服务器 ,包含系统的数据处理逻辑。它的任务是

接受Web服务器对数据库操纵的请求 ,实现对数

据库查询 、修改 、更新等功能 ,把运行结果提交给

Web服务器 。

2.5　基于MAS的 NSS主要工作模式

谈判人通过界面Agent方便地与系统交流信

息。主要谈判过程是在谈判Agent与中间人Agent

的交互中完成 ,这两种 Agent的工作使用了基于

MAS的 NSS提供的谈判支持机制———谈判方法 ,

而它以对象的形式被封装起来 ,可被谈判 Agent

和中间人Agent调用 ,从而产生谈判问题的模型 、

谈判方案 、偏好模型 、评估结果 、Pareto 解和调解方

案。系统的主要工作模式如图 4所示。

图 4　系统主要工作模式

Fig.4　Main Pattern of System Operation

2.6　基于MAS的 NSS开发环境

采用 Java 作为编程语言 ,开发基于 MAS 的

NSS 。因Agent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 ,故它们在职

能上各有特色 ,具有各自的方法和推理规则 ,在设

计时需要用构造Agent类的方法实现其功能。借

助 Java Applet制作界面Agent ,使谈判人用浏览器

浏览系统网页时 ,此类 Agent也一同下载到客户

端。数据库采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开发。

一旦谈判请求中涉及数据库操作 ,应用服务器通

过 JDBC ODBC连接方式向 DBMS Server发出 SQL

请求。待数据返回后 ,Web 服务器能够为客户端

产生动态页面 。该系统的所有运行程序全部安装

在Web服务器上 ,客户机真正实现“零”配置 。

3　实验与结论

笔者在一个支持网上商务谈判的原型系统

MANSS(multi-agent negotiation support system)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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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MAS 协同框架 ,由 Agent 代替买卖双方和中

间人进行协商。Agent采用§2.1 中的框架模型 ,

系统按照图2的体系结构来设计和开发 ,Agent之

间的交易过程以谈判为主 。

在实验中 ,卖方 Agent和买方 Agent往往出现

报价方案上的分歧 ,这就需要使用调解方法 。中

间人 Agent在分析了双方的偏好之后 ,结合效用

函数给出谈判 Pareto的最优解。该过程一般到双

方协商一致或谈判无法达成共识而破裂为止 。结

果表明 , MANSS 对谈判人员不直接出面而委派

“代理” ———Agent 去协商的谈判模式给予了过程

支持和解支持 ,初步实现了节省人力资源和时间

的目标 ,这说明基于MAS协同框架的 NSS 在电子

集市应用中是可以增进市场收益的 。

在完全没有人为干预时 ,基于多 Agent的自

动谈判结果有时难以准确代表谈判人员的主观愿

望 ,如果就此签订协议则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 ,

系统需要设置监控窗口 ,用于自动通知参加谈判

的各方人员谈判进展状况以及合同文档内容 ,并

实时接收谈判人员发出的各种控制命令 。

基于MAS 协同框架的 NSS中 ,因为用Agent代

替人谈判 ,故知识和经验的缺乏成为一个值得注

意的问题 。作为一个软件体 ,Agent需要不断借鉴

并积累人的经验。所以拓展基于Agent的机器学

习理论 ,探索一种使 Agent成为具有丰富知识的

谈判专家的策略 ,将是今后要继续深入研究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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