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 MATLAB 进行强化学习
了解基础知识并设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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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强化学习？

强化学习旨在学习如何做，即如何根据情况采取动作，
从而实现数值奖励信号最大化。学习者不会接到动作
指令，而是必须自行尝试去发现回报最高的动作方案。 
—Sutton and Barto，强化学习：简介

强化学习 (RL) 已成功地训练计算机程序在游戏中击败全球最厉
害的人类玩家。 

在状态和动作空间较大、环境信息不完善并且短期动作的长期回
报不确定的游戏中，这些程序可以找出最佳动作。 

在为真实系统设计控制器的过程中，工程师面临同样的挑战。	
另外，强化学习能否帮助解决复杂的控制问题，例如训练机器人
走路或驾驶自动驾驶汽车？

本电子书通过在传统控制问题的语境下解读什么是强化学习，	
帮助您了解如何设置和解决 RL 问题。 

http://incompleteideas.net/book/the-boo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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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目标

从广义上而言，控制系统的目标是确定生成期望的系统行为的正确系统
输入（动作）。  

在反馈控制系统中，控制器使用状态观测提高性能并修正随机干扰。工程
师运用反馈信号，以及描述被控对象和环境的模型，设计控制器，从而满
足系统需求。  

以上概念表述十分简单；然而，倘若系统难以建模、高度非线性或者状态
和动作空间较大，则很难实现控制目标。



使用 MATLAB 进行强化学习 | 4

控制问题

为了理解此类难题对控制设计问题造成的进一步后果，不妨设想一下开
发步行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场景。 

要控制机器人（即系统），可能需要指挥数十台电机操控四肢的各个关节。

每一项命令是一个可执行的动作。系统状态观测量有多种来源，包括摄像
机视觉传感器、加速度计、陀螺仪及各电机的编码器。   

控制器必须满足多项要求：	

	• 确定适当的电机扭矩组合，确保机器人正常步行并保持躯体平衡。
	• 在需要避开多种随机障碍物的环境下操作。
	• 抗干扰，如阵风。	 

控制系统设计不仅要满足上述要求，还需满足其他附加条件，比如在陡峭
的山坡或冰块上行走时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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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案

通常，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将问题分解成为若干部分，逐个击破。  

例如，您可以构建一个提取摄像机图像特征的流程。比方说，障碍物的位
置和类型，或者机器人在全局参照系中所处的位置。综合运用这些状态与
其他传感器传回的处理后的观测值，完成全状态估测。

估算的状态值和参考值将馈送至控制器，其中很可能包含多个嵌套控制
回路。外部环路负责管理高级机器人行为（如保持平衡），内部环路用于管
理低级行为和各个作动器。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那可未必。

各环路之间相互交互，使得设计和调优变得异常困难。同时，确定最佳的
环路构造和问题分解也并不轻松。
   



使用 MATLAB 进行强化学习 | 6

强化学习的魅力

不是尝试单独设计每一个组件，而是设想一下将其全部塞进一个函数里，
由该函数负责接收所有观察结果并直接输出低级动作。 

毋庸置疑，这可以简化系统方块图，但这个函数会是怎样的结构？你该如
何设计这个函数呢？ 

创建一个单一的大函数比构建由分段子组件构成的控制系统，看起来难
度要大；不过，强化学习可以助您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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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学习：机器学习的子集

强化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三个大类之一。无监督学习和监督式学习并不是本电子书关注的重点。但是理解强化学习与这二者的区别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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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无监督学习

无监督学习用于确定尚未被分类或标注的数据集的模式或隐藏结构。 

例如，假设您收集了 100,000 种动物的生理特征和社会倾向性信息。您可以使用无监督学习进行动物分组或总结相似特征。可以根据腿数进行分组，	
也可以根据不太显著的模式进行分组，例如，之前并不知道的生理特性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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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监督式学习

您可以使用监督式学习训练计算机为给定输入加上标签。例如，如果动物特征数据集的其中一列是物种，则可以将物种作为标签，其余数据作为数学模
型的输入。 

您可以使用监督式学习训练模型，使其能够根据每一组动物的特征正确标记数据集。先由模型推断物种，再由机器学习算法系统性地调整模型。   

运用足够的训练数据获得可靠的模型后，再输入未标注的新动物的特征，经过训练的模型即能给出对应最有可能的物种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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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强化学习

强化学习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不同于另外两种采用静态数据集的学习框架，RL 采用动态环境数据。其目标并不是对数据进行分类或标注，而是确
定生成最优结果的最佳动作序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强化学习通过一个软件（即所谓的代理）来探索环境、与环境交互并从环境中学习。  

代理能够观察环境的当前状态。

环境会改变状态并针对该动作生成奖励。	
代理接收状态变化和动作奖励。

根据观察到的状态，代理决定要采取的动作。

通过这些新信息，代理可以确定该动作是有用且应该重复，	
还是无益而应该避免。 

观察-动作-奖励这个循环会一直持续，直至完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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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强化学习

代理中有一个函数可接收状态观测量（输入），并将其映射到动作集	
（输出）。也就是前面讨论过的单一函数，它将取代控制系统的所有独
立子组件。在 RL 命名法中，此函数称之为策略。策略根据一组给定的
观测量决定要采取的动作。  

以步行机器人为例，观察结果是指每个关节的角度、机器人躯干的加速度
和角速度，以及视觉传感器采集的成千上万个像素点。策略将根据所有这
些观测量，输出电机指令，使机器人移动四肢。 

接着，环境将生成奖励，向代理反映特定作动器指令组合的效果。如果机器
人能够保持直立并继续行走，则对应的奖励将高于机器人摔倒时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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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最优策略

如果可以设计出一项完美的策略，针对观察到的每一种状态向适当的作
动器发出适当的指令，那么目标就达成了。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即便你真的找到了完美的策略，环境也可
能不断变化，因而静态映射不再是最优方案。

正因为如此，强化学习算法应运而生。 

它可以根据已采取的动作、环境状态观测量以及获得的奖励值来改变	
策略。  

代理的目标是使用强化学习算法学习最佳环境交互策略；这样一来，无论
在任何状态下，代理都能始终采取最优动作 — 即长期奖励最丰厚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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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学习？

为了理解机器如何学习，请思考一下策略的含义：一个由逻
辑和可调参数构成的函数。 

倘若已有一套完善的策略结构（逻辑结构），对应有一组参数
可生成最优策略，即可产生最丰厚的长期奖励的状态-动作的
映射。 

学习是指系统性调整这些参数以收敛到最优策略的过程。

这样，您将可以专注于设置适当的策略结构，而无需手动调
整函数来获取确切的参数。  

您可以让计算机通过稍后将要介绍的流程自行学习参数，	
但在现阶段，您可以将该流程视为一种复杂的试错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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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学习与传统控制有着怎样的相似之处？

强化学习的目标与控制问题相似；只不过方法不同，使用不
同的术语表示相同的概念。 

通过这两种方法，您希望确定正确的系统输入，以让系统产
生期望的行为。 

您的目的在于判断如何设计策略（或控制器），从而将环境	
（或被控对象）的状态观测量映射到最佳动作（作动器指令）。 

状态反馈信号是指环境观察结果，参考信号则内置到奖励函
数和环境观测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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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学习工作流程概述

一般来说，强化学习涉及到五个方面。本电子书重点介绍第一个部分：建立环境。本系列的其他电子书将更深入地探索奖励、策略、训练和部署问题。 

您需要一个环境，供您的代理开展学习。您需要选择环境里应该有什么，	
是仿真还是物理设置。 

您需要选择一种表示策略的方法。思考您想如何构
造参数和逻辑，由此构成代理的决策部分。

您需要考虑最终想要代理做什么工作，并设计奖励函数，	
激励代理实现目标。

您需要选择一种算法来训练代理，争取找到最优的
策略参数。

最后，您需要在实地部署该策略并验证结果，	
从而利用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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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环境是指存在于代理之外的一切元素。它既是代理动作产生作用的地方，又能生成奖励和观测量。  

从控制的角度而言，这个定义可能令人费解，因为人们普遍将环境视为影响控制系统的
干扰。

然而，在强化学习的术语中，环境是指除代理以外的一切元素，包括系统动态特性。
因此，控制系统的一大部分实际上都属于环境。代理只不过是通过学习生成动作及
更新策略的一个软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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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模型强化学习

强化学习之所以功能强大，原因之一在于代理不需要对该环境有任何	
了解，但仍可学习如何与该环境交互。例如，代理不需要了解步行机器人
的动力学或运动学原理，不必了解关节移动或附肢长度，却仍能确定如何
获得最多的奖励。

这就是所谓的无模型强化学习。

在无模型 RL 中，您可以将采用 RL 的代理内置到任何系统，代理将能够
学习最优策略。（假设您已给策略访问观测量、奖励、动作及足够的内部状
态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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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

无模型 RL 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代理不了解环境，那么必须探索状态空间的所有区域，以确定如何
获得最多的奖励。 

这意味着，代理需要在学习过程中投入一些时间探索低奖励区域。 

但是，您可能已经知道，状态空间的某些区域不值得探索。通过提供整个环境或部分环境的
模型，将已知的信息提供给代理。 

代理可以使用模型探索环境的某些部分，而无需采取实际的动作。模型可以补足学习过程，使其避开
已知的无益区域，而集中探索剩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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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模型与基于模型

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可以缩短学习最优策略所需的时间，因为您能够使
用模型指导代理远离已知的低奖励状态空间区域。 

首先，您不希望代理进入这些低奖励状态，所以无需浪费时间学习低奖励
状态下的最佳动作。 

在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中，不需要了解整个环境模型；只需为代理提供您
自己了解的那部分环境。

无模型强化学习应用更广泛，本电子书接下来将重点介绍这种方法。 

如果您对无模型强化学习的基础知识有所了解，那么继续研究基于模	
型的 RL 也会更为直观。 

现阶段，无模型 RL 更受欢迎，因为人们希望通过它来解决一些难以开发
模型（甚至是简单模型）的问题。例如，通过像素观测来控制汽车或机器人。	
在大多数情况下，像素强度与汽车或机器人动作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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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环境与仿真环境

鉴于代理通过与环境交互来开展学习，您需要设法使代理与环境进行实际交互。可以采用真实物理环境，也可以通过仿真，需根据具体情况加以选择。  
   

真实
准确性： 没有什么能比真实环境更全面地反映环境状态了。

简便性： 无需花时间创建和验证模型。

必要性： 如果真实环境不断变化或难以准确建模，可能需要根据该真实环
境进行训练。

仿真
高速性： 仿真的运行速度可能高于实时环境或可并行化，从而可以加快缓
慢的学习过程。

仿真条件： 对于难以测试的情况，建模更容易。

安全性： 不存在损坏硬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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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环境与仿真环境

例如，您可以通过运行真实的物理系统，让代理学习如何平衡倒立摆。	
这应该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因为硬件损坏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鉴于状
态和动作空间相对较小，训练大概不会花费太长时间。 
   

但若是训练步行机器人，这种方法可能并不那么奏效。如果开始训练时	
策略不够理想，机器人会不停地摔倒或踉跄，以至于无法学会移动双腿，
更不用说学习如何走路了。这不仅会损坏硬件，而且每次还得扶起机器人，	
相当耗时。效果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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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环境的优势
仿真环境是最常用的代理训练方法。这对于控制问题的一大优势在于，通常已经具备良好的系统和环境模型，因为您往往需要系统和环境模型来进行
传统控制设计。如果已在 MATLAB® 或 Simulink® 中搭建好模型，您可以将现有控制器替换为强化学习代理，向环境添加奖励函数，然后启动学习过程。

学习过程需要大量样本：试验、误差和修正。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学习过程
效率极低，因为这期间可能需要经历数千乃至数百万个片段，才能收敛到
最优解决方案。  

环境模型的运行速度可能比实时环境快，您可以启动大量仿真让其并行
运行。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加快学习过程。     

相较于在真实世界中让代理暴露在环境中，您对仿真状况的控制力要大得多。 

例如，您的机器人或许必须能够在任意数量的不同表面上行走。通过仿真技术模拟在低摩擦表面	
（如冰面）上行走比实际冰面测试容易得多。此外，在低摩擦环境中训练代理其实还有助于机器人在各
种平面上保持直立姿势。通过仿真可以营造更适宜的训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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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ATLAB 和 Simulink 进行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Learning Toolbox 为使用强化学习算法进行策略训练
提供了一些函数和模块。您可以使用这些策略为复杂系统（如机器人和
自主系统）实现控制器和决策算法。使用该工具箱，您可以通过让代理与 
MATLAB 或 Simulink 模型表征的环境进行交互，来训练策略。 

例如，如需在 MATLAB 中定义强化学习环境，您可以使用现成的模板脚本
和类，根据应用场合适当修改环境动态特性、奖励、观测量和动作。

在 Simulink 中您可以模拟大量不同的环境，以用于解决控制或强化学习
问题。例如，您可以进行车辆动力学和飞行动力学建模；使用 Simscape™ 
进行多种物理系统建模；使用 System Identification Toolbox™ 进行基于
测量数据的近似动力学建模；对雷达、激光雷达和惯导模块等传感器建模
等等。

mathworks.com/products/reinforcement-learning 
   

http://www.mathworks.com/products/reinforcement-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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