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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的人工智能五子棋对弈系统算法研究与实现 
摘要：博弈是人工智能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以五子棋为例，探讨人机博弈中推理技术、搜索方法和决策规划的实现算

法。在 C++ 环境下设计了一个基于上述算法的智能的五子棋程序，实现人机博弈。 

关键词：五子棋；人工智能；估值；极大极小值搜索；博弈树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ckgammon System Algorithm Based on C++ 
Abstract: Gambling and chess is one of major research area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gobang 

playgame, the human-computer game reasoning, search methods and decision-making planning algorithm were 

discussed. Then, an intelligent gobang system was designed and realized in Visual C ++ according to the 

mentioned algorithms. 

Key words: goba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valuation; minimax search; game tree 

0 引言 

人工智能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科学，它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那些过去只能靠人的智力才能做的
工作。而博弈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不仅存在于游戏、下棋之中，也存在于政治、经济、军
事和生物竞争中。 

计算机博弈(也称机器博弈)，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是机器智能、兵棋推演、智能决策系统
等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重要科研基础。机器博弈被认为是人工智能领域中最具挑战性的研究方向之一。 

五子棋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传统黑白棋种之一。现代五子棋日文称之为“连珠”，英译为“Renju”，英文
称之为 “Gobang”或“FIR”（Five in a Row 的缩写），亦有“连五子”、 “五子连”、“串珠”、“五目”、“五目碰”等
多种称谓。  

与其他棋类相比，五子棋每一层搜索节点数量庞大，规则简单，估值函数可以做到比较细致。此次研
究性学习通过制作一个基于 C++平台的弱人工智能五子棋对弈系统，来了解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 

1 研究过程与方法 

1.1 开发和运行环境要求 

编译环境： 
 Microsoft Windows 7 或更高 
 Microsoft Visual Studio(支持 C++11 规范) 
 外部库文件：EasyX 库支持 

客户端环境： 
 Microsoft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Desktop app only) 或更高 

硬件环境： 
 显示适配器（分辨率：800*600）或更高 
 鼠标设备或可触摸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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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2.1 伪随机数确定随机落子先手位置 

使用 time()函数获取当前的系统时间信息（精确到毫秒）作为随机数 rand()的种子，以确定随机的落
子位置。根据经验，落子的 x 轴棋盘逻辑位置和 y 轴的棋盘逻辑位置在[6,12]区间内才能使该棋局更有意
义，避免频繁在开局触碰棋盘边界。 

1.2.2 估值函数 

不同的棋型，其优先级不同。例如，四个棋子连成一线且还能继续落子的棋型（活四）显然要比只有
三个棋子连成一线（活三或死三）好。要使计算机正确地做出这种判断，就要把第一种棋型的估值设高。
事实上，对于每一种特定的棋型，都需要相应的估值来反映其优劣情况。另外，由于搜索模块频繁地调用
估值函数，为了尽可能地加快搜索速度，估值函数应设计的越仔细越好。 

估值时，需要从四个方向上来考虑所下棋子对当前盘面的影响。这四个方向分别是以该棋子为出发点，
水平、竖直和两条为 45 度角和 135 度角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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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极大极小值搜索 

在游戏的过程中，双方使用不同的棋子，棋子分黑、白两色。在对弈的过程中，玩家需要决定把棋子
落在哪一个格点上。在大多数情况下，玩家必须选择一个己方棋子多的格点落子。在游戏的过程中，通过
对整个棋盘的扫描，判断每一个格点周围我方棋子的布局情况进行估值，以获取每个格点的权重，确定程
序落子的最佳位置。[1] 

当然，玩家还需要防御对手的进攻。当某个格点附近对手的棋子多，甚至大于我方最大权重的格点权
重时，就需要对对手进行防御。 

在程序的扫描过程中，可以将己方的权重设为加权，而对手的权重设为降权，这样可以避免传统算法
的多次扫描棋盘，达到降低资源占用，提高判断速度，对算法进行优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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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特定棋型的估值 

为方便分析棋盘上的格局，本文中约定以“A”代表黑子，“B”代表白子，“？”代表棋盘上空位。算法中
关于棋子死活的规定如下：一方落子后，它的落子连成的一条线有两条不损伤的出路，则称该棋型是活
的。否则称该棋型是死的。比如关于活三的定义：不论对手如何落子，仍然至少有一种方法可以冲四。
因此，B?AAA? B 中的三个A，不能算是活三；B?AAA??B 的三个A，也不是活三，尽管它有可能成为活
四。这样，棋型的估值设计才能比较细致。本文算法对特定棋型的估值如下表所示。[2] 

棋型名称 棋型模式 估值 

活四 ?AAAA? 300000 
死四 A AAAA? 2500 
死四 B AAA?A 3000 
死四 C AA?AA 2600 
活三 ??AAA?? 3000 
死三 A AAA?? 500 
死三 B ?A?AA? 800 
死三 C A??AA 600 
死三 D A?A?A 550 
活二 ???AA??? 650 
死二 A AA??? 150 
死二 B ??A?A?? 250 
死二 C ?A??A? 200 

通过对特殊棋型的判断，以优化程序在特殊情况的处理方式，使程序更智能，有效解决了上文所提到
的估值函数扫描的盲区带来的估值不准确，棋局判断不正确的问题。 

1.2.5 胜负判断 

在棋局的胜负是根据最后一个落子的情况来判断的。此时需要查看四个方向，即以该棋子为出发点的
水平竖直和两条分别为 45 度角和 135 度角的线，看在这四个方向上的其它棋子是否能和最后落子构成连
续五个棋子，如果能的话，则表示这盘棋局已经分出胜负。 

1.2.6 数据结构 

本文以 15×15 的五子棋棋盘为例，实现算法。在算法中采用的数据结构包括：以数组形式保存当前棋
盘的盘面情况： 

int map[15][15];// 当前棋盘，数组的每一个元素对应棋盘上的一个交叉点 
用‘0’表示空位、‘1’代表黑子、‘2’代表白子。 
 
int score[15][15];//存储格点评分数据，棋盘上每个点都可以在水平、竖直、45 度角线和 
135 度角的线 4 个方向构成不同的棋型，最后将这四个方向的估值相加以确定该格点的权重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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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GUI 界面绘制 

使用外部库 EasyX(www.easyx.cn)，一个面向学生的轻量级图形库绘制程序的主要 GUI 界面：背景，文
字，棋盘等。 

使用 Windows API：TransparentBlt()，一个进行从设备上下文到目标设备上下文图像位块的颜色传输
函数绘制程序中的贴图。 

使用 Windows API：MessageBox()函数，绘制信息窗口 

2 成果展示与介绍 

 
可执行文件(*.exe)运行于可被支持的 Microsoft Windows 客户端或服务器。 
通过交互窗口，可以选择程序先手或用户先手，通过单击鼠标左键或轻触可触摸设备落子。 
  

http://www.easyx.cn/
http://www.easy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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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介绍了智能五子棋游戏的设计实现方法，提出优化五子棋算法、提高系统智能的措施。与其他
五子棋程序相比，由于采用上述优化策略，本文实现的五子棋程序在对弈的水平和搜索效率方面均有显
著的提高。同时，本文的设计思路也可以为其他棋类游戏算法的研究者带来启发性的思考。下一步工作
是考虑在本文算法的基础上，将五子棋国际规则中禁手、换棋等复杂规则实现，以及进一步的对弈智能
化。 

参考文献 
[1] Shunhua, T., & Miao, C. (2012). Search Algorithm in the Five-piece Chess. Journal of Emerging Trends 
in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3(4).  
[2] 王长飞, 蔡强, and 李海生. "智能五子棋算法的设计实现." 系统仿真学报 21.4 (2009): 1051. 
王长飞, 蔡强, & 李海生. (2009). 智能五子棋算法的设计实现. 系统仿真学报, 21(4),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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