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０卷 第９期

２００５年９月

武 汉 大 学 学 报 · 信 息 科 学 版

Ｇｅｏｍａ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３０Ｎｏ．９

Ｓｅｐｔ．２０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５２２。

项目来源：云南省重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１Ｆ０００６Ｚ）；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３Ｆ００３８Ｍ）。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８８６０（２００５）０９０８３３０４ 文献标志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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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献［１］的基础上，对多Ａｇｅｎｔ系统协商模型基于时序逻辑的方法进行了设计，给出了其形式化体

系结构，同时给出了该模型的推理规则和授权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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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ｇｅｎｔ理论和技术作为分布式人工智能的研

究领域，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出现以来发展很快，

引起了广大研究人员的关注，其原因是多 Ａｇｅｎｔ

系统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Ｓ）可以在现代计

算机科学及其应用领域中起到重要作用［２］。在多

Ａｇｅｎｔ系统中，协商技术
［３］主要用于消解冲突、共

享任务和实现协调。协商是利用相关的结构化信

息的交换，形成公共观点和规划的一致，即一个自

治Ａｇｅｎｔ通过协调它们的观点，自己或相互动作

来达到它们的目的的过程。Ｎｏｒｍａｎ和Ｓｉｅｒｒａ提

出了一个基于权力与承诺的多 Ａｇｅｎｔ系统形式

化模型［４］。在文献［１］中，结合描述 Ａｇｅｎｔ能力

的ＶＳＫＡＦ逻辑
［５］和描述 Ａｇｅｎｔ思维状态的协

商推理，形成了基于能力和思维的协商公理体系

多Ａｇｅｎｔ系统模型，建立了协商体制以解决系统

中的冲突，并引入“能力”、“权力”和“授权”的概念

描述系统中 Ａｇｅｎｔ的动作选择策略。本文基于

时序逻辑提出自主的协商体制，并给出基于时序

逻辑多Ａｇｅｎｔ系统协商模型。该模型在感知处

理、选择动作、确定动作阶段不考虑时间因素，在

协商和执行动作时考虑时间，并且假定时间经过

处理后是线序、离散的。用线性时序逻辑描述权

力随时间的变化以及系统运行时，Ａｇｅｎｔ执行行

为不受时间的约束。在时序逻辑中增加时序算

子。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基于时序逻辑多 Ａｇｅｎｔ

系统协商模型的设计以及相关推理规则和授权规

则及其语义进行探讨。

１　犜犖系统的形式化模型

基于时序逻辑的协商多 Ａｇｅｎｔ系统简称为

ＴＮ系统，它由时序结构
［６］、行为集合、环境、Ａ

ｇｅｎｔｓ集合、协商过程和Ａｇｅｎｔｓ财富组成。

定义１（环境）　环境是一个元组Ｅｎｖ＝＜犈，

犛，犠，Ｖｉｓ１，…，Ｖｉｓ狀，ａｃｃｅ１，…，ａｃｃｅ狀，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

τ犵，犲０，狊０＞。其中，犈＝｛犲０，犲１，…｝是外部环境；犛

＝｛狊０，狊１，…｝是Ａｇｅｎｔｓ环境；犠＝｛狑１，狑２，…｝

是任务集合；Ｖｉｓ犻：犈→２
犈是 Ａｇｅｎｔ犻的外部环境状

态划分函数；ａｃｃｅ犻：犛→２
犛是 Ａｇｅｎｔ犻的 Ａｇｅｎｔｓ环

境状态划分函数；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Ｍｅｓｓａｇｅ×ＡＳ→

Ｍｅｓｓａｇｅ是仲裁函数，当协商无法解决冲突时使

用仲裁策略消解冲突；τ犵：犈×犛×Ａｃｔ（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

（ｍｓｇ））→２
犈×犛是复合环境状态转移函数，其中

ｍｓｇ∈Ｍｅｓｓａｇｅ，Ａｃｔ：Ｍｅｓｓａｇ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狀表示从

动作选择状态消息中提取各个 Ａｇｅｎｔ的行为，

Ａｃｔｉｏｎｓ狀是狀个 Ａｃｔｉｏｎｓ的笛卡儿积；Ａｃｔ（Ａｒｂｉ

ｔｒａｇｅ（ｍｓｇ））表示从经过仲裁的动作选择状态消

息中提取的各个 Ａｇｅｎｔ的行为，其中 Ａｃｔｉｏｎｓ是

行为集合，犲０：犲０∈犈 是外部环境初始状态，狊０：

狊０∈犛是Ａｇｅｎｔｓ环境初始状态。

定义２（Ａｇｅｎｔｓ）　Ａｇ犻＝＜犔犻，Ｓｅｅ犻，Ｆｅｅｌ犻，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５年９月

Ｔｈ犻，Ａｂｉｌｉｔｙ犻，Ｐｏｗｅｒ犻，ＳｅｌｅｃｔＡＰ犻，Ｄｏｎｅｔｉｍｅ犻，

ＮＳ犻，Ｄｅｃｉｄｅ犻，ＣＲ犻，τ犻，犾
０
犻，Ｐｏｓｓ犻＞。

定义３（协商过程）　协商过程为犖＝＜Ａｇｓ，

Ｉｓｕ，犗，犞犗，Ａｎｓ，Ｔｉｍｅ，Ｔｈｒｅａｄ，Ｐｒｏｔｏｃｏｌ＞。其

中，Ａｇｓ｛Ａｇ１，…，Ａｇ狀｝；Ｉｓｕ＝｛ｉｓｓｕｅ｝是主题ｉｓ

ｓｕｅ集合；犗为主题的范畴，是一个知识体；犞犗为

由犗 决定的主题的所有有效取值的集合；Ａｎｓ＝

犞犗×Ｍｅｓｓａｇｅ，表示Ａｇｅｎｔ在提议中提供的应答，

是关于协定的有效取值集合与动作选择状态消息

集合的笛卡儿集，其中关于协定的有效取值集合

犞犃＝犞犗 ∪ ｛ＡＣＣＥＰＴ，ＲＥＪＥＣＴ，ＱＵＩＴ｝，ＡＣ

ＣＥＰＴ、ＲＥＪＥＣＴ和ＱＵＩＴ分别表示接受、拒绝对

方提议和退出协商；动作选择状态消息集合 Ｍｅｓ

ｓａｇｅ；Ａｇｅｎｔ通过在协商线程里使用 Ｍｅｓｓａｇｅ体

现在发生冲突时对自己行为的调整意见，并把调

整后的消息发给其他 Ａｇｅｎｔ；Ｔｉｍｅ＝｛ｔｉｍｅ′１，

ｔｉｍｅ′２，ｔｉｍｅ′３，……，ｔｉｍｅ′狀｝；Ｔｈｒｅａｄ＝｛Ｔｈｒｅａｄ犻犼狀｝，

Ｔｈｒｅａｄ犻犼狀表示 Ａｇ犻与 Ａｇ犼之间就主题ｉｓｓｕｅ的协

商线 程。一 个 协 商 线 程 结 束 （以 ＡＣＣＥＰＴ、

ＱＵＩＴ、ＲＥＪＥＣＴ结尾或者因协商时间长度到达

规定而结束）意味着某两个Ａｇｅｎｔ的一次协商完

成。Ｔｈｒｅａｄ犻犼狀＝（Ｏｎ（ｉｓｕ狀，（ａｎｓ（狊１，犺１，ｔｉｍｅ１）ａｎｓ

（狊２，犺２，ｔｉｍｅ２）…））），其中狊犽，犺犽∈｛犻，犼｝，ｔｉｍｅ犽∈

Ｔｉｍｅ，ａｎｓ（狊犽，犺犽，ｔｉｍｅ犽）∈Ａｎｓ，ｗｈｅｎ犽＝１

（ｍｏｄ２）ｔｈｅｎ狊犽＝犻ａｎｄ犺犽＝犼，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狊犽＝犼

ａｎｄ犺犽＝犻，是协商双方互发的提议中协定取值的

交替序列；Ｐｒｏｔｏｃｏｌ：用 ＫＱＭＬ
［７］定义的协商协

议。

定义４（ＴＮ系统）　系统是元组犛＝＜Ａｃ

ｔｉｏｎｓ，ＮＳ，ＡＳ，Ｅｎｖ，Ａｇｅｎｔｓ，犖，ＰｏＳ，ＳＲ，犜＞，其

中，Ａｃｔｉｏｎｓ是动作集；ＮＳ是协商策略集；ＡＳ是

仲裁策略集；Ｅｎｖ是环境；Ａｇｅｎｔｓ＝｛Ａｇ１，…，

Ａｇ犿｝是Ａｇｅｎｔｓ集；犖 是协商过程；ＰｏＳ∈犣是系

统财富；ＳＲ是系统的社会规则；犜为时序结构。

２　犜犖系统及其运行

定义５（ＴＮ系统的全局状态集合）　系统的

全局状态集合犌＝｛ε０，ε１，…｝是犈×犛 ×犔１×…

×犔狀的子集合。

定义６（ＴＮ系统类）　由所有ＴＮ系统组成

的集合称为ＴＮ系统类，记为犛。

定义７（运行Ｒｕｎ）　犌上的一个序列ε０，ε１，

… （是可枚举的）表示系统犛＝＜Ａｃｔｉｏｎｓ，ＮＳ，

ＡＳ，Ｅｎｖ，Ａｇｅｎｔｓ，犖，ＰｏＳ，ＳＲ，犜＞的一次运

行。

① 初始状态

ε０＝（犲０，狊０，τ１（犾
０
１，ｓｅｅ１（Ｖｉｓ１（犲０）），ｆｅｅｌ１（

ａｃｃｅ１（犲０））），…，τ狀（犾
０
狀，ｓｅｅ狀（Ｖｉｓ狀（犲０）），ｆｅｅｌ狀（ａｃ

ｃｅ狀（犲０）））；

② 对所有的狌，如果ε狌＝（犲狌，狊狌，犾
狌
１，…，犾

狌
狀），

且ε狌＋１＝（犲狌＋１，狊狌＋１，犾
狌＋１
１ ，…，犾狌＋１狀 ），那么（犲狌＋１，

狊狌＋１）∈τ犵（犲狌，狋狌，α
狌
犽犻
，…，α

狌
犽
犼
）且犾狌＋１犻 ＝τ犻（犾

狌
犻，ｓｅｅ犻

（Ｖｉｓ犻（犲狌）），ｆｅｅｌ犻（ａｃｃｅ犻（狋狌））），其中α
狌
犽犻
＝ＳｅｌｅｃｔＡ

Ｐ犻（犾
狌
犻，Ａｂｉｌｉｔ狔犻，Ｐｏｗｅｒ犻），它与其他 Ａｇｅｎｔ选择

的行为不冲突或者通过协商决定由Ａｇ犻执行α
狌
犽犻
。

定义８（ＴＮ系统的可达全局状态集犌犛）　给

定一个ＴＮ系统犛＝＜Ａｃｔｉｏｎｓ，ＮＳ，ＡＳ，Ｅｎｖ，Ａ

ｇｅｎｔｓ，犖，ＰｏＳ，ＳＲ，犜 ＞，如果ε∈犌犛，当且仅当ε

出现在犛的运行中，则称犌犛犌为由犛产生的可

达全局状态集。

该模型的运行模式为：除正在执行行为的

Ａｇｅｎｔｓ外，其它所有 Ａｇｅｎｔｓ在每个时间点都观

察环境，即Ａｇｅｎｔｓ观察环境是同步的；并根据自

己此时的局部状态、能力和权力选择一个动作，这

样，就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１）某些Ａｇｅｎｔｓ此时没有执行任何动作的能

力和权力导致它什么也不能做，等到下一时刻又

重新观察环境、选择动作。

２）选择动作的 Ａｇｅｎｔｓ，如果动作没有冲突

则确定动作、执行动作。与文献［１］中执行动作不

同的是考虑时间，完成某个动作可能需要在几个

单位时间上，环境状态发生转移。

３）Ａｇｅｎｔｓ所选择动作有冲突则进行协商，

其协商的结果出现３种情况：① 协商失败，下一

时刻重新观察环境，选择动作。② 协商成功，按

达成的协定执行动作，环境状态发生转移。③ 协

商还在进行，Ａｇｅｎｔｓ在下一时刻重新观察环境。

３　犜犖系统的协商描述语言犔ＴＮ

引入Ａｇｅｎｔ协商描述语言犔ＴＮ表示多Ａｇｅｎｔ

的ＴＮ系统的信息特征。

语言犔ＴＮ由两部分构成。在感知处理部分使

用多模态ＶＳＫＡＦ逻辑语言犔ＶＳＫＡＦ［４］，它能够表

达多Ａｇｅｎｔ系统中的客观现象，并且可以表示系

统中Ａｇｅｎｔ可访问的或可知道的信息以及感知

到的信息，还可表示 Ａｇｅｎｔ在系统中知道的信

息；另一部分，在选择动作、协商和确定动作、执行

动作部分的描述使用犔ＴＮ，它表示基于时序逻辑

Ａｇｅｎｔ执行任务的动作Ｅｘｕ（Ａｇ犻，α，狑）、能力Ｃａ

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ｇ犻，α）、权力Ｒｉｇｈｔ（Ａｇ犻，α），以及Ａｇｅｎｔ

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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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非限制授权ＮＲＥｎｔｉｔｌｅ（Ａｇ犼，Ａｇ犻，α）、Ａｇｅｎｔ

之间限制授权ＲＥｎｔｉｔｌｅ（Ａｇ犼，Ａｇ犻，α）、Ａｇｅｎｔ之

间授权的转移、剥夺 Ａｅｎｇｔ执行动作α的权力

Ｄｅｐｒｉｖｅ（Ａｇ犻，Ａｇ犼，α），动作选择Ｓｅｌｅｃｔ（Ａｇ犻，α，

狑）、协商过程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ｇｔｓ，α，狑），在执行

任务时行为发生冲突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α，狑）。

在语言犔ＴＮ的复合公式中引入５个时序算子

（□（将永远），◇（将会有），○（下一状态），◆（过

去有），∪（直到）。

定义９　给定原子公式集Φ０，动作谓词元组

集Π，犔ＴＮ的复合公式Φ定义如下：

① Ｔｒｕｅ，Ｆａｌｓｅ∈Φ，Φ０Φ；

② 若φ１，φ２∈Φ，则 φ１∈Φ，φ１∧φ２∈Φ，

○φ１∈Φ，◆φ１∈Φ，□φ１∈Φ，◇φ１∈Φ，φ１∪φ２∈

Φ；

③ 若φ∈Φ且π∈Π ，则［π］∈Φ，＜π＞φ∈

Φ。

其中，［π］φ表示执行中规定的动作一定使φ 为

Ｔｒｕｅ；＜π＞φ表示执行中规定的动作可能使φ为

Ｔｒｕｅ。

４　协商推理的语义规则及授权规则

定义１０　（ＴＮ系统上的可满足性和有效式）

　给定解释λ：Φ→２
犌犛，如果在模型犕＝＜犌犛，ρ，λ

＞上有＜犕，ε犻＞│＝φ成立，那么公式φ∈犔ＴＮ在

ＣＴＮ系统犛的全局状态ε犻∈犌犛上是可满足的。

如果ε犻∈犌犛，都有＜犕，ε犻＞│＝φ成立，那么，

犕│＝φ。如果对任意的λ都有犕│＝φ成立，即

与解释无关，那么称φ为犔ＴＮ的有效式。

定义１１　协商推理的语义规则：

犐犜　＜犕，ε犻＞ │＝ｔｒｕｅ

犐犘　＜犕，ε犻＞ │＝φｉｆε犻∈λ（φ）

犐犉　＜犕，ε犻＞ │＝ φｉｆ＜犕，ε犻＞│≠φ

犐犗　＜犕，ε犻＞ │＝φ∧ψｉｆ＜犕，ε犻＞ │＝φ且＜

犕，ε犻＞ │＝ψ

犐犖　＜犕，ε犻＞ │＝ ○φｉｆ＜犕，ε犻＋１＞ │＝φ

犐犃　＜犕，ε犻＞ │＝ □φｉｆ对ε犼∈犌犛：ε犻ε犼，

＜犕，ε犼＞ │＝ψ

犐犈　＜犕，ε犻＞ │＝ ◇φ，ｉｆε犼∈犌犛：ε犻ε犼，＜

犕，ε犼＞ │＝φ

犐犌　＜犕，ε犻＞ │＝ ◆φ，ｉｆε犼∈犌犛：ε犼ε犼，＜

犕，ε犼＞│＝φ

犐狌　＜犕，ε犻＞│＝φ∪ψｉｆε犼∈犌犛：ε犻ε犼，＜

犕，ε犼＞│＝ψ，且对ε犽，若ε犻ε犽ε犼则＜犕，ε犽

＞ │＝φ

定义１２　犕，ε犻│＝［π］（ｉｆε犼（（ε犻，ε犼）∈ρ
（π）ε犼∈λ（φ））

犕，ε犻│＝ ＜π＞φ　ｉｆ　ε犼（（ε犻，ε犼）∈ρ（π）ε犼

∈λ（φ））

定理１　犕，ε犻│＝ ［π］φ犕，ε犻│＝ ＜π＞

φ

定理２　犕，ε犻│＝＜π＞犳 犕，ε犻│＝

［π］ φ
定义１３　“限制授权”的语义规则犐犚－犈：

犕，ε犻│＝ＲＥｎｔｉｌｔｅ（Ａｇ犼，Ａｇ犻，α）

ｉｆε犼∈犌犛：ε犻ε犼ａｎｄ（ε犻，ε犼）∈ρ（Ｅｘｕ（Ａｇ犻，α，

狑））ａｎｄε犻∈λ（ＲＥｎｔｉｔｌｅ（Ａｇ犼，Ａｇ犻，α））ａｎｄε犼∈λ

（ Ｒｉｇｈｔ（Ａｇ犻，α））

定义１４　“非限制授权”的语义规则犐犖犚－犈：

犕，ε犻│＝ＮＲＥｎｔｉｌｔｅ（Ａｇ犼，Ａｇ犻，α）

ｉｆε犼∈犌犛：ε犻ε犼ａｎｄ（ε犻，ε犼）∈ρ（Ｅｘｕ（Ａｇ犻，α，

狑））ａｎｄε犻∈λ（ＮＲＥｎｔｉｔｌｅ（Ａｇ犼，Ａｇ犻，α））ａｎｄε犼

λ（ Ｒｉｇｈｔ（Ａｇ犻，α））

定义１５　“剥夺授权”的语义规则犐犇：

犕，ε犻│＝Ｄｅｐｒｉｖｅ（Ａｇ犻，Ａｇ犼，α）

ｉｆε犼∈犌犛：ε犼ε犻ａｎｄε犼∈λ（ＮＲＥｎｔｉｔｌｅ（Ａｇ犼，

Ａｇ犻，α））ａｎｄε犻∈λ（Ｄｅｐｒｉｖｅ（Ａｇ犻，Ａｇ犼，α））

由于本系统模型是基于时序逻辑，因此，本系

统包括除了文献［５］中语义约束公理以外，还增加

了下列约束公理，以保证授权和剥夺权力的合理

性及有效性。

１）ε犻∈λ（Ｓｅｌｅｃｔ（Ａｇ犻，α，狑））且ε犻∈λ（Ｄｕｒ

ｉｎｇ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ｇｔｓ，狑））Ｔｈｅｎε犻∈λ（ＪｏｉｎＮｅｇｏ

ｔｉａｔｉｏｎ（狑，Ａｇ犻））。协商过程中有另外的 Ａｇｅｎｔｓ

也选择同一任务则加入到协商中。

２）ε犻∈λ（Ｏｖｅｒ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ｇｔｓ，狑，Ａｇ犽））

且ε犻∈λ（Ｓｅｌｅｃｔ（Ａｇ犻，α，狑））Ｔｈｅｎε犻∈λ（Ｅｘｅ

（Ａｇ犽，α犽，狑））。协商完成时间与其他 Ａｇｅｎｔ选

择这个任务的时间一致，则让协商达成者完成该

任务。

３）ε犻∈λ（ＮＲＥｎｔｉｌｔｅ（Ａｇ犼，Ａｇ犻，α））Ｔｈｅｎ

ε犻∈λ（ＮＲＥｎｔｉｌｔｅ（Ａｇ犼，Ａｇ犻 Ｐｅｒｍｉｔ（Ａｇ犼，

Ａｇ犻，Ｅｎｔｉｔｌｅ（Ａｇ犻，Ａｇ犽，α））））。权力可以转包。

４）ε犻∈λ（ＮＲＥｎｔｉｌｔｅ（Ａｇ犼，Ａｇ犻，α））且ε犼∈

λ（Ｄｅｐｒｉｖｅ（Ａｇ犼，Ａｇ犻，α））Ｔｈｅｎε犻ε犽ε犼，ε犽∈

λ（Ｒｉｇｈｔ（Ａｇ犻，α）。Ａｇ犼非限制授权 Ａｇ犻可以执行

动作α，那么直至Ａｇ犼收回权力时Ａｇ犻都有权力执

行动作α。

５）ε犻∈λ（ＮＲＥｎｔｉｌｔｅ（Ａｇ犼，Ａｇ犻，α））且ε犼∈

λ（Ｄｅｐｒｉｖｅ（Ａｇ犼，Ａｇ犻，α））Ｔｈｅｎε犻ε犽ε犼，ε犽∈λ

（ Ｒｉｇｈｔ（Ａｇ犼，α）。Ａｇ犼非限制授权Ａｇ犻可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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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α，那么直至Ａｇ犼收回权力时Ａｇ犼都不再有权

力执行动作α。

６）ε犻∈λ（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α，狑））Ｔｈｅｎε犻∈λ（Ｎｅｇｏ

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ｇｔｓ，α，狑））。如果多个Ａｇｅｎｔｓ选择同

一任务，那么冲突的这些 Ａｇｅｎｔｓ就任务狑 进行

协商。

７）ε犻 ∈λ （Ｏｖｅｒ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ｇｔｓ，狑，

Ａｇ犽））Ｔｈｅｎε犻∈λ（Ｅｘｅ（Ａｇ犽，α，狑）。协商成功就

执行相应的行为。

８）ε犻λ（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ｇ犻，α））且ε犻λ（Ｒｉｇｈｔ

（Ａｇ犻，α））且ε犻λ（Ｅｎｔｉｔｌｅ（Ａｇ犼，Ａｇ犻，α））Ｔｈｅｎε犻

λ（Ｓｅｌｅｃｔ（Ａｇ犻，α，狑））。没有能力和权力不能选

择动作。

９）ε犼∈λ（ＮＲＥｎｔｉｔｌｅ（Ａｇ犻，Ａｇ犼，α）Ｔｈｅｎ

ε犻∈犌犛：ε犼ε犻，ε犻λ（Ｄｅｐｒｉｖｅ（Ａｇ犽，Ａｇ犼，α））。

只有授权者才能收回授于别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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