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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认知导向下利用分层强化学习的最优路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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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空间认知导向下模型驱动型路径规划和人们认知偏好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一种基于分层

强化学习的交互学习型路径规划方法。该方法将最优路径标准转换为路口处转向决策的瞬时奖励值，并通过

预学习和实时学习两个阶段实现高效地发现总奖励值最大的最优路径策略。其中，预学习阶段自动发现子目

标节点，并构建包含局部最优策略的子任务；实时学习阶段利用预定义策略实现高效的犙值更新，并根据犙

值追溯最优路径。实验表明，该方法具有足够好的实时性和最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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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一些学者研究了地标、转向方式、路

口结构等对导航系统路径规划的影响，提出了一

系列面向空间认知的最优路径，如最简单路径［１］、

最清楚路径［２］、最可靠路径［３］和最易描述路径［４］

等，以方便人们构建认知地图，并降低认知压

力［５］。其实，现方法皆为将各种空间认知特征加

权变换为路网模型的路段花费或转向延迟，然后

采用改进的Ｄｉｊｋｓｔｒａ或 Ａ
算法进行路径计算。

然而，由于不同用户通常具有不同的认知偏好，造

成其关注的地标或各认知特征的权重系数有较大

差异。因此，针对不同用户，通常需要生成不同的

路网模型。这种模型驱动型路径规划会给路网数

据的共享和维护带来较大麻烦。Ｃｕａｙａｈｕｉｔｌ等尝

试了利用 ＭＡＸＱ分层强化学习在室内环境下进

行路径规划的方法［６］，但是其采用的手动分层和

值函数分解方法并不适用于具有超大状态空间和

不规则动作空间的城市道路环境。为了提高在大

范围城市路网内学习的效率，本文提出了一种基

于网络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分层强化学习方法。

１　分层强化学习原理

作为一种在未知或部分可知环境下通过试错

和环境交互获取从状态到动作的最佳映射的机器

学习方法，强化学习被广泛应用于最优化控制、机

器人导航等领域［７］。作为以状态动作对的期望

奖励（即犙值）为学习对象的犙学习是最常用的

强化学习算法。犙学习的基本思想是：利用查找

表维护各状态动作对的犙 值，并在由有限贪心

策略（ＧＬＩＥ）决定的各学习周期（ｅｐｉｓｏｄｅ）中利用

后继状态可能采取动作的最大犙 值更新当前状

态动作对的犙 值
［７］。其犙值更新方程为：

犙（狊狋，犪狋）← （１－α）犙（狊狋，犪狋）＋

α［狉＋γｍａｘ
犪′∈犃
犙（狊狋＋１，犪′）］ （１）

　　然而，由于缺乏多尺度学习能力，犙学习存在

维数灾难问题，即当状态空间较大时，学习效率

低，实时性差。以任务分层和子任务策略复用为

指导思想的分层强化学习是克服维数灾难的常见

方法。经典分层强化学习方法有时态抽象［８］、分

层抽象机［９］和值函数分解［１０］。相对于后两种方

法，时态抽象法更适合任务自动分层，应用最广。

时态抽象的基本思想是从学习中抽象出若干

子任务（常被称为Ｏｐｔｉｏｎ），并将其当作特殊动作

加入基本动作集中。每个 Ｏｐｔｉｏｎ表示在状态子

空间上按照局部最优策略执行的动作序列，由启

动状态集犐、内部策略π和终止条件β构成。与传

统的将包含Ｏｐｔｉｏｎ的马尔科夫决策过程（ＭＤＰ）

当作半马氏决策过程（ＳＭＤＰ）并进行基于ＳＭＤＰ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的强化学习不同，Ｓｕｔｔｏｎ等提出的Ｏｐｔｉｏｎ内部犙

学习能够更新 Ｏｐｔｉｏｎ内部状态的犙 值，提高了

利用多层Ｏｐｔｉｏｎ的学习效率
［８］。其犙值更新方

程为：

犙狊狋，（ ）狅 ←犙狊狋，（ ）狅 ＋

α狉＋γ犝 狊狋＋１，（ ）狅 －犙（狊狋，狅［ ］） （２）

其中，

犝 狊，（ ）狅 ＝ １－β（）（ ）狊 犙 狊，（ ）狅 ＋β（狊）ｍａｘ
狅′∈犗
犙（狊，狅′）

　　由于Ａｇｅｎｔ在Ｏｐｔｉｏｎ内部状态间的转移受到

Ｏｐｔｉｏｎ内部策略的约束，因此，基于Ｏｐｔｉｏｎ的分层

强化学习不能随机访问任意状态动作对，仅能收

敛到局部最优策略（分层最优策略）。然而，合理的

任务分层能够使其达到或接近全局最优［８］。

２　最优路径标准

本文定义的面向空间认知的最优路径主要包

含如下目标：经过尽可能多的显著地标；涉及尽量

少的复杂转向；尽量回避结构复杂的路口；尽量选

择等级较高的道路；尽量避免绕行。

作为环境中具有突出特征的空间要素，地标

在导航中起到转向标识和路径确认的作用。人们

描述转向时，常用不同精度的方向模型，如４方向

和８方向模型
［１１］。通常，人们会尽量回避可能产

生歧义的转向，以减少由于使用复杂方向模型产

生的认知压力。而对于一些复杂路口，如环岛，可

以利用顺序关系降低转向描述的认知难度［１１］。

而属于相同方向模型的不同转向也具有不同的执

行难度，如直行最容易，掉头最困难，右行制交通

中右转易于左转等。此外，路口结构越简单，对转

向的描述和执行越容易实现；反之，则需要花费越

大的认知心力［３，４］。可以认为，路口的复杂度与

在该路口处交汇的道路数量成正比。最后，人们

通常更倾向沿着高等级道路前进，并尽量避免由

于过多考虑认知因素而造成大幅绕路。

３　基于网络犞狅狉狅狀狅犻图的分层强化

学习

　　在基于Ｏｐｔｉｏｎ的时态抽象方法的基础上，本

文提出了一种适用于城市道路网结构的基于网络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分层强化学习（简记为ＮＶＤＨＲＬ）

方法，以提高犙值的更新效率。该方法分为预学

习和实时学习两个阶段，如图１所示。

３．１　预学习

预学习阶段的任务是利用预处理的方式根据

图１　ＮＶＤＨＲＬ方法的实现流程

Ｆｉｇ．１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ＯｕｒＮＶＤＨＲ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特定的即时奖励方程发现路网中的子目标，并构

建子任务，以生成分层的Ｏｐｔｉｏｎ。

３．１．１　即时奖励方程

即时奖励方程将从环境感知到的每个状态

动作对转换为一个表示该状态的内在渴望度的数

值化的奖励值。因此，强化学习 Ａｇｅｎｔ的目标是

通过定义当前问题的即时奖励方程，使其累积奖

励值达到最大化。

在路径问题中，每个状态动作对反映一个在

路口处的具体转向决策。根据§２定义的对应每

个转向行为花费认知心力的五条最优路径选择标

准，即时奖励方程定量化并衡量了在每个路口处

较好的转向方式。因此，期望的即时奖励方程可

以表示为如下能够满足认知导向的最优路径目标

的线性方程：

犚＝ω１×犚１＋ω２×犚２＋ω３×犚３＋

ω４×犚４＋ω５×犚５ （３）

式中，犚１～犚５ 表示在每个路口的转向行为考虑五

条最优路径选择标准收获的定量化的即时奖励

值；ω１～ω５ 对应了权衡各指标的权重系数，且可

以根据用户的个人偏好进行适当调整。

３．１．２　发现子目标

子目标指状态转移图中具有“瓶颈”特征的状

态。在城市路网中，子目标指最优路径经常经过

的节点。通过计算路网中各节点的中介中心性

（即ＢＣ值），发现多层子目标
［１２］。

ＢＣ值用来度量一个节点位于连接任意相异

节点对的最优路径（常为最短路径）上的频率，可

以衡量节点在图中的重要性。记狌、狊、狋为图犌 ＝

＜犞，犈＞中的节点，σ狊狋为节点狊、狋之间的最优路

径，则ＢＣ值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ＢＣ（狌）＝ ∑
狌≠狊≠狋∈犞

σ狊狋（狌）

σ狊狋
（４）

２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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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文中，用来计算ＢＣ值的最优路径指符

合定义的路径选择标准的最优路径。由于预学习

阶段对算法的实时性要求不高，通过犙学习发现

路网中任意相异两点间的最优路径。犙学习过程

中，状态转移图与道路网拓扑结构一致，每个动作

对应转向决策的即时奖励由即时奖励方程（３）确

定。计算出各节点的ＢＣ值后，依据其大小对所

有节点进行分层，层次较高的若干层节点被当作

子目标。

３．１．３　构造分层Ｏｐ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ｏｎ定义了从启动状态到终止状态的局

部最优策略，这和Ｖｏｒｏｎｏｉ空间分割的思想十分

吻合。因此，本文提出在以子目标节点为种子点

的网络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上构建Ｏｐｔｉｏｎ的方法。其中，

作为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的一种变体，考虑道路通行方向

的有 向 网 络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可 以 分 为 入 向 网 络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和出向网络Ｖｏｒｏｎｏｉ图
［１３］。

根据定义的最优路径选择标准，各对节点之

间的往返最优路径通常不重合。因此，以各层子

目标为种子点，以各最优路径的总奖励值为网络

距离，对所有节点进行有向网络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划分。

在入向或出向网络 Ｖｏｒｏｎｏｉ图中，同时属于多个

网络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或者与属于其他网络Ｖｏｒｏｎｏｉ

区域的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被称为桥接点。通过

桥接点连接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互为相邻区域。图２

展示了相邻入向网络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狏１，狏２，狏３，

狏４，狏５，狏６，狏７，狏８，狏９，狏１０，狏１１，狏１２｝和｛狏１０，

狏１１，狏１２，狏１２，狏１４，狏１５，狏１６，狏１７，狏１８，狏１９，狏２０，

狏２１｝的范围，其中星状符号为种子点，黑色填充的

节点为它们的桥接点。

图２　网络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示例

Ｆｉｇ．２　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ＶｏｒｏｎｏｉＤｉａｇｒａｍ

建立在入向和出向网络 Ｖｏｒｏｎｏｉ区域上的

Ｏｐｔｉｏｎ分别被称为入向和出向 Ｏｐｔｉｏｎ。入向

Ｏｐｔｉｏｎ的启动状态集包括所有非种子点，终止条

件为β（种子点）＝１，β（非种子点）＝０，内部策略

为非种子点到种子点的最优路径。出向 Ｏｐｔｉｏｎ

的启动状态集仅包含种子点，终止条件为β（种子

点）＝０，β（非种子点）＞０，内部策略为种子点到

非种子点的最优路径。此外，为了方便入向和出

向Ｏｐｔｉｏｎ之间的状态转移，还为 Ｏｐｔｉｏｎ内每个

桥接点定义了桥接策略。入向 Ｏｐｔｉｏｎ的桥接策

略为从通过当前桥接点与当前 Ｏｐｔｉｏｎ邻接的

Ｏｐｔｉｏｎ的种子点到该桥接点的最优路径；出向

Ｏｐｔｉｏｎ的桥接策略为从当前桥接点到通过该桥

接点与当前Ｏｐｔｉｏｎ邻接的Ｏｐｔｉｏｎ的种子点的最

优路径。

３．２　实时学习

确定路径规划的起终点后，实时学习阶段利

用分层Ｏｐｔｉｏｎ更新转向决策的犙 值，并根据收

敛后的犙值追溯最优路径。

３．２．１　更新犙值

为了提高犙值的更新效率，采用了ＩｎｔｒａＯｐ

ｔｉｏｎ犙学习思想，即利用最高层Ｏｐｔｉｏｎ生成学习

周期，并利用较低层Ｏｐｔｉｏｎ生成虚拟经历。实时

学习过程中，各转向决策的犙 值记录在查找表

中，并被初始化为无效值，Ａｇｅｎｔ的状态转移由

Ｏｐｔｉｏｎ的内部策略和桥接策略决定，且各动作的

即时奖励值记录在 Ｏｐｔｉｏｎ的内部策略或桥接策

略中。

在基于最高层 Ｏｐｔｉｏｎ的犙 学习中，为了减

少犙值的无效更新，采取从终点到起点的逆序更

新策略。生成每个逆序的学习周期为从终点开始

搜索一条连接起终点的任意路径的过程，可以分

为开始、中间和结束三个阶段，如图３所示。开始

阶段，Ａｇｅｎｔ有两种选择：① 从终点移动到其所

属出向 Ｏｐｔｉｏｎ的种子点，如终点→犖１；② 从终

点移动到其所属入向Ｏｐｔｉｏｎ的桥接点，如终点→

犖８。中间阶段是循环过程，Ａｇｅｎｔ利用入向Ｏｐ

ｔｉｏｎ内部策略从种子点移动到任意桥接点或利用

其桥接策略从桥接点移动到邻接 Ｏｐｔｉｏｎ的种子

点，直至抵达起点所在Ｏｐｔｉｏｎ的种子点，如犖１→

…→犖７或犖８→…→犖７。终止阶段，Ａｇｅｎｔ则只

有一种移动方式：利用入向Ｏｐｔｉｏｎ从种子点移动

到起点，即犖７→起点。在每个学习周期内，利用

式（１）更新其经过转向决策的犙值。

对于各学习周期实际经过的节点，当其非种

子点且所属较低层入向或出向 Ｏｐｔｉｏｎ的种子点

非最高层种子点时，在其所属较低层入向和出向

Ｏｐｔｉｏｎ内分别记录的从该节点到种子点以及从

种子点到该节点的内部策略可以用来产生虚拟经

历。在对虚拟经历包含转向决策的犙 值进行同

步更新后，每个学习周期中被更新了犙值的转向

决策远多于其实际经历的转向决策。由于相对于

３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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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逆序周期生成过程

Ｆｉｇ．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ＲｅｖｅｒｓｅＥｐｉｓｏｄｅｓ

产生有效学习周期的花费，生成虚拟经历和更新

相关犙值需要的额外花费极低，故这种离策略

（ｏｆｆｐｏｌｉｃｙ）的犙 值更新方式保证了分层强化学

习的高效性。

３．２．２　追溯最优路径

当一定周期内无任何犙值发生变化时，可以

认为学习达到收敛，并不再生成新周期。此时，有

效犙值表示在分层Ｏｐｔｉｏｎ限定的状态动作空间

内从对应转向决策通往终点收获的最大奖励，而

不包含有效犙值的节点则不可能在起终点间的

任意路径上。因此，从起点开始，在每个节点处选

择对应最大犙值的转向决策并过渡到后继节点，

直至抵达终点，就能够发现起终点间的最优路径。

４　实　验

为了验证ＮＶＤＨＲＬ方法的有效性，选择图

４（ａ）所示的武汉市武昌区域进行路径规划实验。

将因上下行路线分离产生的复合路口以及环岛

当作复合节点，该区域共包含５６３９个节点及

４０２１４个不同的转向方式。另外，采用文献［１４］

的方法从本区域提取了２２４个地标。实验计算机

采用２．５ＧＨｚＩｎｔｅｌＤｕａｌＣｏｒｅＣＰＵ和２ＧＢ内

存。瞬时奖励值参数设定如下（其中括号内的值

为对应的奖励值）。地标：一级地标（－１０）、二级

地标（－２０）、三级地标（－４０）、四级地标（－８０）、

无地标（－１００）；转向方式：直行（－１０）、右转（－

４０）、左转（－６０）、掉头（－８０）、通过环岛（－５０）、

歧义转向（－１００）；道路等级：高速公路（－１０）、城

市高速（－２０）、国道（－３０）、城市主干道（－６０）、

一般道路（－８０）、其他道路（－１００）；路口结构：路

口连接路段数犿（将犿 线性变换到区间（０，－

１００］）；路段长度：路段实际长度狀（将狀线性变换

到区间（０，－１００］）。

根据§３的定义，将影响转向瞬时奖励值的

各项因素转化为参数设定取值范围在区间（０，

－１００］内的定量参数，以使路径总奖励值最大时

满足总花费最小。其中，对犿 和狀 作线性变换

时，最大值分别为路网中最复杂路口连接的路段

数和最长路段的长度，最小值皆为０。在利用式

（３）计算各转向的瞬时奖励值时，将５个变量的权

重系数皆设为０．２。此外，强化学习过程中，动作

选 择 策 略 采 用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分 布， 即

ｅ犙狋
（）犪 ／狋／∑

狀

犫＝１
ｅ犙狋

（犫）／狋，其中τ为退火系数；学习率

α＝１００／（１００＋犜），犜为该状态经历的周期数；折

扣系数γ＝１。

图４（ｂ）～４（ｄ）对比了采用以上参数设置的

犙学习发现的三对起终点间的认知导向下的最优

路径和最短路径。可以发现，按照本文定义的路

径选择标准发现的最优路径基本符合人们找路或

指路的认知习惯。

图４　研究区域和三对最优路径、最短路径

Ｆｉｇ．４　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ａ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ＰａｉｒｓｏｆＯｐｔｉｍａｌＲｏｕｔｅｓ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Ｒｏｕｔｅｓ

　　计算出路网中各节点的ＢＣ值后，按照ＢＣ值

由高到低依次选取分别占节点总数的５％、１０％

和２５％的２８２个、５６４个和１４１０个节点作为３

层子目标，并构造相应的３层Ｏｐｔｉｏｎ。接下来，采

用ＮＶＤＨＲＬ方法对随机选择的５００对起终点进

行路径规划，其中每条路径运算１０次后取平均值，

并设定连续１００个周期无犙值更新时学习收敛。

从图５（ａ）可以发现，对于绝大部分路径，该

学习方法能够在１ｓ内达到收敛。这说明该方法

能够高效地发现起终点间的最优路径，并接近模

４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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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驱动型最短路径算法（Ｄｉｊｋｓｔｒａ或Ａ）的效率。

图５　ＮＶＤＨＲＬ的学习效率和最优性

Ｆｉｇ．５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ｆｆｉｃｅｎｃｙ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ｉｔｙｏｆＮＶＤＨＲＬ

由于该方法仅能使规划结果达到分层最优，

还将其与保证实现全局最优的犙 学习进行了对

比，如图５（ｂ）所示。其中，纵轴的最优比表示

ＮＶＤＨＲＬ和犙学习发现的各条路径的总奖励

值之比，横轴为ＮＶＤＨＲＬ发现的各条路径的总

奖励值。可以发现，本方法规划出来的最优路径

超过８０％达到全局最优，且超过９５％的最优比在

１．１以内。

分层强化学习还使路径规划具有很好的动态

性。学习收敛后，对于由追溯各转向决策对应的

最大犙值获取的已知最优路径，只需在其经过的

任意节点处采取与该路径不一致的转向决策，然

后在各后继节点选择犙值最大的转向决策，就能

快速生成一条非最优的派生路径。按照总奖励值

将所有可能的派生路径排序，就能发现次最优路

径、次次最优路径，依此类推。因此，分层强化学

习同时高效地解决了犓 最优路径问题。在实际

应用中，总能根据当前交通状况利用已学习的犙

值快速发现一条避开拥堵或限行路段前提下从当

前位置到终点总奖励值最大的路径。另外，当环

境要素发生变化时，如增加新地标或扩宽道路，还

可以通过对相关Ｏｐｔｉｏｎ的局部更新使路径规划

具有自适应性。在后续研究中，还将探索利用多

Ａｇｅｎｔ的分层强化学习解决多目标路径优化问

题，以同时发现满足不同认知偏好的最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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