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198409.1

(22)申请日 2019.03.1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85857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6.07

(66)本国优先权数据

201811536778.9 2018.12.14 CN

(73)专利权人 启元世界（北京）信息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地址 100192 北京市海淀区后屯路28号院1

号楼4层428室

(72)发明人 孟红　唐振坤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五洲洋和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387

代理人 刘春成

(51)Int.Cl.

G06K 9/62(2006.01)

G06K 9/66(2006.01)

G06N 3/04(2006.01)

G06N 3/0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8393888 A,2018.08.14,说明书第42-

242段.

CN 108406767 A,2018.08.17,全文.

US 2017228520 A1,2017.08.10,全文.

审查员 崔茜

 

(54)发明名称

面向人机协同工作的智能体的自主学习方

法和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面向人机协同工作的智能体的自主学习方法和

系统，方法包括获取协作数据集，根据协作数据

集训练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能体，根据获取的训

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能体在环境中协作

生成的评估数据评估两者是否达到评估要求，若

判断为达到评估要求，则判断训练后的模拟智能

体是否需要新的模仿学习，若判断为否，则结束

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的自主学习。系统包括合作

智能体、模拟智能体和服务器。本发明通过上述

方案能够适应环境的动态变化，在类似的环境中

取得同样的性能效果，能够模拟不同示教者的演

示行为，从而使训练的智能体能够适应示教者的

动态变化，针对不同操作水平的示教者也能达到

同样的协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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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面向人机协同工作的智能体的自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自主学习方法

包括：

S1，获取协作数据集，所述协作数据集包含：合作智能体与示教者在环境中进行多次协

作后分别由所述合作智能体生成的合作数据子集和由所述示教者生成的演示数据子集；

S2，基于强化学习方法利用合作数据子集训练所述合作智能体，基于模仿学习方法利

用所述演示数据子集训练模拟智能体；

S3，获取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能体在所述环境中协作生成的评估数据，所述

评估数据包含：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生成的合作评估数据和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生成的模

拟评估数据；

S4，根据所述合作评估数据评估所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根据所

述模拟评估数据评估所述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

S5，若所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所述模拟智能体均已达到评估要求，则判断所述训

练后的模拟智能体是否需要新的模仿学习；

S6，若判断为是，则执行步骤S1，并且将所述示教者替换为：不同的示教者或者不同水

平的同一示教者；

S7，若判断为否，则结束所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的自主学习；

S8，若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或模拟智能体未达到评估要求，则执行步骤S1，并将示

教者替换为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模仿学习方法为强化学习方

法。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4中根据所述合作评估

数据评估所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具体包括：

判断所述合作评估数据表征的行为在与所述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配合所完成任务的

水平程度，若符合预设水平程度要求，则达到评估要求，否则未达到评估要求；

所述步骤S4中根据所述模拟评估数据评估所述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

求，具体包括：

比较所述模拟评估数据所表征的行为和人类演示数据所表征的行为的差异度，若符合

预设差异度要求，则达到评估要求，否则未达到评估要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主学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中，判断所述训练后

的模拟智能体是否需要新的模仿学习，具体包括：

判断与所述合作智能体协作的示教者的数量是否达到了预设的模仿配置数量。

5.一种面向人机协同工作的智能体的自主学习系统，用于执行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

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系统包括：

合作智能体，用于与示教者在环境中多次协作生成协作数据集中的合作数据子集；

模拟智能体，用于模拟所述示教者角色的行为；

服务器，用于基于强化学习方法利用所述合作数据子集训练所述合作智能体，基于模

仿学习方法利用所述协作数据集中由所述示教者生成的演示数据子集训练模拟智能体，根

据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能体在所述环境中协作生成的评估数据判断所述训练后

的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若达到评估要求，则判断所述训练后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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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智能体是否需要新的模仿学习，若判断为否，则结束所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的自主学

习。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主学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基于强化学习方法利

用所述协作数据集中由所述示教者生成的演示数据子集训练模拟智能体。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作学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根据训练后的合作智

能体和模拟智能体在所述环境中协作生成的评估数据判断所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模

拟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具体包括：

所述服务器获取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能体在所述环境中协作生成评估数据，

所述评估数据包含：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生成的合作评估数据和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生成

的模拟评估数据；

根据所述合作评估数据评估所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根据所述模

拟评估数据评估所述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作学习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服务器判断所述训练后的模

拟智能体是否需要新的模仿学习，具体包括：

所述服务器判断与所述合作智能体协作的示教者的数量是否达到了预设的模仿配置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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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人机协同工作的智能体的自主学习方法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面向人机协同工作的智能体的自主

学习方法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人机协作模式下，智能体(实体可以为机器人)与人类共同协作完成相应的任务，

因此智能体需具备与人协作的能力。

[0003] 现有技术中，可以通过专家系统使智能体具有该能力，专家系统是通过大量的领

域专家水平的知识与经验，利用人类专家的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来处理该领域问题。专

家系统会不断更新和总结专家的知识经验，结合规则编程形成知识库，但无法根据复杂环

境的动态变化而相适应，另外通过专家的指导来学习训练模型，专家的演示成本较高，而且

只能代表专家的水平，无法根据参与人的动态变化而相适应。还可以通过有监督学习方法

使智能体具有该能力。在该方法中通过人类标注好的数据样本，机器学习模型会不断地学

习，训练优化得到很好的效果，应用在图像分类、语音识别等领域都有重大的进展。但是当

把监督学习应用到复杂环境中，不仅需要人为地拆分各个问题为子问题，还要求能提供大

量的数据样本供模型学习训练。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至少解决或部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了一种面向人机协同工作

的智能体的自主学习方法，其包括：S1，获取协作数据集，所述协作数据集包含：在合作智能

体与示教者在环境中进行多次协作后分别由所述合作智能体生成的合作数据子集和由所

述示教者生成的演示数据子集；S2，基于强化学习方法利用合作数据子集训练所述合作智

能体，基于模仿学习方法利用所述演示数据子集训练模拟智能体；S3，获取训练后的合作智

能体和模拟智能体在所述环境中协作生成的评估数据，所述评估数据包含：训练后的合作

智能体生成的合作评估数据和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生成的模拟评估数据；S4，根据所述合

作评估数据评估所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根据所述模拟评估数据评估

所述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S5，若所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所述模拟

智能体均已达到评估要求，则判断所述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是否需要新的模仿学习；S6，若

判断为是，则执行步骤S1，并且将示教者替换为：不同的示教者或者不同水平的同一示教

者；S7，若判断为否，则结束所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的自主学习；S8，若训练后的合作智能

体和/或模拟智能体未达到评估要求，则执行步骤S1，并将示教者替换为训练后的模拟智能

体。

[0005] 在如上所述的自主学习方法中，优选地，所述模仿学习方法为强化学习方法。

[0006] 在如上所述的自主学习方法中，优选地，所述步骤S4中根据所述合作评估数据评

估所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具体包括：判断所述合作评估数据表征的

行为在与所述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配合所完成任务的水平程度，若符合预设水平程度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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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则达到评估要求，否则未达到评估要求；所述步骤S4中根据所述模拟评估数据评估所述

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具体包括：比较所述模拟评估数据所表征的行为

和人类演示数据所表征的行为的差异度，若符合预设差异度要求，则达到评估要求，否则未

达到评估要求。

[0007] 在如上所述的自主学习方法中，优选地，所述步骤S5中，判断所述训练后的模拟智

能体是否需要新的模仿学习，具体包括：判断与所述合作智能体协作的示教者的数量是否

达到了预设的模仿配置数量。

[0008] 本发明另一方面还提供了一种面向人机协同工作的智能体的自主学习系统，用于

执行上述方法，其包括：合作智能体，用于与示教者在环境中多次协作生成协作数据集中的

合作数据子集；模拟智能体，用于模拟所述示教者角色的行为；服务器，用于基于强化学习

方法利用所述合作数据子集训练所述合作智能体，基于模仿学习方法利用所述协作数据集

中由所述示教者生成的演示数据子集训练模拟智能体，根据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

能体在所述环境中协作生成的评估数据判断所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能体是否

达到评估要求，若达到评估要求，则判断所述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是否需要新的模仿学习，

若判断为否，则结束所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的自主学习。

[0009] 在如上所述的自主学习系统中，优选地，所述服务器基于强化学习方法利用所述

协作数据集中由所述示教者生成的演示数据子集训练模拟智能体。

[0010] 在如上所述的自主学习系统中，优选地，所述服务器根据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

模拟智能体在所述环境中协作生成的评估数据判断所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能

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具体包括：所述服务器获取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能体在所

述环境中协作生成评估数据，所述评估数据包含：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生成的合作评估数

据和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生成的模拟评估数据；根据所述合作评估数据评估所述训练后的

合作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根据所述模拟评估数据评估所述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是否

达到评估要求。

[0011] 在如上所述的自主学习系统中，优选地，所述服务器判断所述训练后的模拟智能

体是否需要新的模仿学习，具体包括：所述服务器判断与所述合作智能体协作的示教者的

数量是否达到了预设的模仿配置数量。

[001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带来的有益效果是：

[0013] 基于强化学习技术能够适应环境的动态变化，在类似的环境中取得同样的性能效

果。

[0014] 能够模拟不同示教者的演示行为，从而使训练的智能体能够适应示教者的动态变

化，针对不同操作水平的示教者也能达到同样的协作效果。

[0015] 通过课程学习能够自动评估智能体的学习效果，高效利用人类的演示数据，降低

演示成本。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面向人机协同工作的智能体的自主学习方法的流

程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面向人机协同工作的智能体的自主学习系统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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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方

式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0019] 以下对本发明实施例涉及的一些技术术语进行解释。

[0020] 环境和动作均为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RL)中涉及的技术术语。环

境是指智能体执行动作时所处的场景，其与智能体发生交互，将环境的当前状态发送给智

能体。动作是指智能体响应于该环境的当前状态执行的动作。强化学习，也叫增强学习，是

指一类从与环境交互中不断学习的问题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强化学习问题可以描述

为一个智能体从与环境的交互中不断学习以完成特定目标(比如取得最大奖励值)。深度强

化学习是结合了强化学习与深度学习的产物，基于强化学习的算法框架，将深度学习应用

到状态与策略的预测。课程学习方法是指：模拟人类的认知机理，先学习简单的、普适的知

识(或称课程)，然后逐渐增加难度，过渡到学习更复杂、更专门的知识，以此完成对复杂对

象的认知。人类受教育的“课程”正是按照这样的规律来帮助获取知识与能力的。模拟这一

过程，可以将学习对象(数据、特征、概念等)按其对学习目标的难易程度，从易到难开展学

习，以这种方式让智能体完成复杂的学习与推理任务。

[0021] 参见图1，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面向人机协同工作的智能体的自主学习方法，

其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22] 步骤S1，获取由合作智能体与示教者在环境中进行多次协作而生成的协作数据

集，协作数据子集包含：由合作智能体生成的合作数据子集和由示教者生成的演示数据子

集。

[0023] 合作智能体与示教者(或称人类)在环境中进行协作，进而生成协作数据(或称训

练样本)，该协作数据分为由合作智能体生成的合作数据和由示教者生成的演示数据。依此

进行多次协作，则得到协作数据集(或称训练样本集)，其分为合作数据子集和演示数据子

集。合作数据子集包括每次协作生成的合作数据。演示数据子集包括每次协作生成的演示

数据。合作智能体为在人机协作(或称协同工作)的任务中，与人类合作的智能体(Agent)。

[0024] 步骤S2，基于强化学习方法利用合作数据子集训练合作智能体，基于模仿学习方

法利用演示数据子集训练模拟智能体。

[0025] 在训练合作智能体时，采用强化学习方法(或称算法)，将协作数据集中的合作数

据子集内的每个合作数据处理成：状态、行动、奖赏三元组，从零开始在环境中尝试与人的

协作，当合作智能体在某一状态上行动使得任务成功，则有很高的奖赏回报，而如果任务失

败则为很低的奖赏回报，从而可以使得强化学习算法能不断迭代学习，最终尽可能产生高

奖赏回报的动作。

[0026] 模拟智能体是用于模拟示教者角色行为(或称人类角色行为)的智能体，换言之，

模拟智能体需要建模人类的决策，预测人类角色将产生的行为。在训练模拟智能体时，模仿

学习方法可以采用机器学习方法，比如有监督学习方法(也称行为克隆)，将人类的演示数

据处理成：状态、行动二元组，即直接学习在指定状态下需要采取的动作。但为了更好的模

拟效果，采用强化学习算法，即将人类的演示数据处理成：状态、行动、奖赏三元组，让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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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体从零开始模仿，这时的奖赏是如果模拟智能体产生的行动与人类的演示行为一致，

才会给予很高的奖赏回报，这样算法也可以不断迭代学习，模拟智能体最终产生的是与人

类演示行为相一致的动作。需要说明的是：合作智能体与模拟智能体优选均采用神经网络

来实现，更优选采用深度神经网络实现，此时合作智能体采用深度强化学习模型来控制其

自身分行为。达到收敛要求或符合预设条件则结束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能体的训练。

[0027] 步骤S3，获取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能体在环境中协作生成的评估数据，

评估数据包含：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生成的合作评估数据和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生成的模

拟评估数据。

[0028] 经步骤S2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能体在环境中进行协作，生成协作数据，

该协作数据用于评估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与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的性能效果，因此将此协

作数据称为评估数据。评估数据包含：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生成的合作评估数据和训练后

的模拟智能体生成的模拟评估数据。前述两者数据均包含：行为数据。

[0029] 步骤S4，根据合作评估数据评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根据模

拟评估数据评估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

[0030] 其中，根据合作评估数据评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具体包括：

判断合作评估数据表征的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的行为在与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配合完成

任务的水平程度，若符合预设水平程度要求，则达到评估要求，否则未达到评估要求。也就

是说，比较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配合当前模拟智能体完成任务的水平程度，训练后的合作

智能体的评估要求(或称预设水平程度要求)是能够高质量、高水平地完成任务。实际应用

中，预设水平程度要求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使用者可以进行适应性地调整。

[0031] 根据模拟评估数据评估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是否达到评估要求，具体包括：比较

模拟评估数据所表征的行为和人类演示数据所表征的行为的差异度，若符合预设差异要

求，则达到评估要求，否则未达到评估要求。也就是说，比较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的行为与

人类的演示行为的差异，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的评估要求是能够表现出本轮自主学习方法

中人类(即前述步骤S1中人类)的演示动作及演示动作达到的结果，实际应用中，可以是结

果相同，而为完成结果的模拟智能体与人类的演示行为之间有差异。

[0032] S5，若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能体均已达到评估要求，则判断训练后的模

拟智能体是否需要新的模仿学习。

[0033] 具体地，判断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与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的配合程度是否达到任

务要求，即根据评估数据判断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是否能够模拟完成任务的不同水平的人

类，此时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也需高质量地与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配合完成任务。实际应

用中，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配合程度的要求会进行适应性地调整。换言之，判断模拟智能

体的训练是否完成了训练的多样性，即是否完成了预设的模仿配置数量的训练。示教者的

数量和/或同一示教者的水平级数为预设的训练配置数量，可以是仅有多个示教者，每个示

教者仅具有一个水平，也可以是仅有一个示教者，该示教者具有多个水平；还可以是既有多

个示教者，每个示教者又具有至少一个水平，本实施例对此不进行限定。

[0034] S6，若判断为是，即判断为需要新的模仿学习，则执行步骤S1，并且将示教者替换

为：不同的示教者或者不同水平的同一示教者。

[0035] 具体地，获取由合作智能体与人类在环境中进行协作而生成的协作数据，协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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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包含：由合作智能体生成的合作数据和由人类生成的演示数据，该人类与上一轮自主学

习方法的人不同或者为同一人但动作水平不同。将示教者替换为不同水平的同一示教者是

指同一示教者用区别于已演示的动作水平的动作水平与合作智能体协作。

[0036] S7，若判断为否，即判断为不需要新的模仿学习，则结束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的自

主学习。

[0037] S8，若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或模拟智能体未达到评估要求，则执行步骤S1，并

将人类替换为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

[0038] 若评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和/或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未评估要求，则执行步骤

S1，并将人类替换为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即：获取由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与训练后的模拟

智能体在环境中进行多次协作而生成的协作数据集，该协作数据集包含：由训练后的合作

智能体生成的合作数据子集和由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生成的演示数据子集(该演示数据并

不是由人类演示生成的数据，为了描述方便，将其称为演示数据)。然后对应地执行步骤S2，

基于强化学习方法利用合作数据子集训练该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该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

为上一轮训练的合作智能体，相对于本轮的步骤S1来说，该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可以称为

合作智能体)，基于模仿学习方法利用演示数据子集训练该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该训练后

的模拟智能体为上一轮训练的模拟智能体，相对于本轮的步骤S1来说，该训练后的合作智

能体可以称为模拟智能体)。接着执行步骤S3、S4、S5或S8。需要说明的是：在将人类替换为

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后，可以调整合作智能体与模拟智能体协作所完成任务的级别，即基

于课程学习方法训练合作智能体和模拟智能体，如此可以不断提升合作智能体的协作水

平，高效利用人类的演示数据，降低演示成本。

[0039] 本发明实施例通过采用强化学习方法训练，使得合作智能体能够适应环境的动态

变化，在类似的环境中取得同样的性能效果。通过使模拟智能体模拟不同示教者的演示行

为，从而使合作智能体能够适应示教者的动态变化，针对不同操作水平的人也能达到同样

的协作效果。

[0040] 参见图2，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面向人机协同工作的智能体的自主学习系统，

其具体包括：合作智能体1、模拟智能体2和服务器3。

[0041] 合作智能体1用于与示教者4在环境5中协作生成协作数据集中的合作数据子集。

模拟智能体2，用于模拟示教者4角色的行为。服务器3用于基于强化学习方法利用合作数据

子集训练合作智能体1，基于模仿学习方法利用协作数据集中由示教者生成的演示数据子

集训练模拟智能体2，根据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1和模拟智能体2在环境4中协作生成的评估

数据判断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1和模拟智能体2是否达到评估要求，若达到评估要求，则判

断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2是否需要新的模仿学习，若判断为否，则结束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

1的自主学习。

[0042] 优选地，服务器3基于强化学习方法利用协作数据中由示教者生成的演示数据子

集训练模拟智能体2。

[0043] 优选地，服务器3根据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1和模拟智能体2在环境4中协作生成的

评估数据判断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1和模拟智能体2是否达到评估要求，具体包括：服务器3

获取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1和模拟智能体2在环境中协作生成评估数据，评估数据包含：训

练后的合作智能体1生成的合作评估数据和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2生成的模拟评估数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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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合作评估数据评估训练后的合作智能体1是否达到评估要求，根据模拟评估数据评估训

练后的模拟智能体2是否达到评估要求。

[0044] 优选地，服务器3判断训练后的模拟智能体2是否需要新的模仿学习，具体包括：服

务器3判断与所述合作智能体协作的示教者的数量是否达到了预设的模仿配置数量。

[0045] 合作智能体1与模仿智能体2都需要通过大量的数据来学习训练。

[0046]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合作智能体、模拟智能体和服务器的相关功能的描述参见上

述实施例中步骤S1～S8的相关内容，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0047] 本发明适合需要人机智能协作的场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场景：工业机器人控制、

智能家居、智能生活助手、自动驾驶、医疗助理及智能教育助理等。

[0048] 本发明实施例通过采用强化学习方法训练，使得合作智能体能够适应环境的动态

变化，在类似的环境中取得同样的性能效果。通过使模拟智能体模拟不同示教者的演示行

为，从而使合作智能体能够适应示教者的动态变化，针对不同操作水平的示教者也能达到

同样的协作效果。

[0049] 由技术常识可知，本发明可以通过其它的不脱离其精神实质或必要特征的实施方

案来实现。因此，上述公开的实施方案，就各方面而言，都只是举例说明，并不是仅有的。所

有在本发明范围内或在等同于本发明的范围内的改变均被本发明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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