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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随笔主要介绍一下去年刘奋荣教授、Sujata Ghosh教授、李大柱和我一起完成的一篇论文On

the subtle nature of a simple

logic of hide and seek game。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逻辑LHS (logic of hide and seek) 并探究了它的一些表达力和
可计算性上的性质。我想说一说我们设计这个逻辑的背景、动机，聊一聊它具有的一些有趣性质以及它和其他逻辑或其他概念的联
系。

背景和定义
背景
我们设计LHS的初衷是想要用逻辑语言形式化地描述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捉迷藏游戏。捉迷藏游戏实际是一个两人零和游戏，完全可以
被归于一般的两人零和游戏在一般的情景下被研究，但在它本身也具有一些特殊的、给人启发的行为：两个玩家在完全不知道对方位
置的情况下在同一张地图上（同速）行走，直到他们在同一地点相遇游戏结束。你可以想象在两个玩家自己的视角下，游戏开始后他
们行走在自己所见的世界里，直到在同一地点相遇这两个世界才“重合”。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以全知视角来描述捉迷藏游戏，在
这个视角下我们更容易构建出一个简洁的逻辑，进而尝试探讨必胜策略等游戏自身的性质。

语言
基于这样的游戏设定，我们非常自然地设计出了logic of hide and seek (LHS)这样一个二维的模态逻辑，其语言如下：

其中

和

来自两个不相交的命题变项集合，这两个集合分别代表了两个玩家的所见。

和

两个玩家各自的行动。 是一个命题常项，代表着两个玩家相遇的情形。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同时定义LHS

则分别代表着

为LHS去掉命题常项 所

得到的逻辑。

模型
LHS的模型是标准关系模型

，其中

两个玩家共同行走于的地图。 是一个从

和

其中

是一非空点集， 是

中变项到

上的一个二元关系（边），

即组成捉迷藏游戏中

子集的赋值函数。与基本模态逻辑不同，这里我们使用的“点模型”是

分别表示两个玩家的位置。我们正是使用两个维度将两个玩家的世界分开，一人占有一个维度互不影响，只有

常项 会让它们纠缠起来。

语义
一个公式 在一个LHS点模型上取真值 (

) 按照如下递归定义：

回到捉迷藏游戏，一些已有的和未知的
现在我们可以用LHS的公式来表达我们想表达的捉迷藏游戏中的一些行动。例如

实际上等价于

因为第一个

玩家的所见不应随着第二个玩家的走动而改变。在全知视角下，如果我们假设两个玩家依次行动，第一个玩家（作为seeker）在第二
个玩家（作为hider）行动一步后能够抓住后者可以描述为

。比较微妙的是，即使在某个时刻

成立这也

不意味着现实中seeker就能抓到hider，因为仅依据seeker的所见她无法判断究竟hider走到了哪里。因而在判断（尤其是带二维命题
变项 的）公式在模型上的真值时，我们是站在全知视角而不是玩家视角的。有关玩家视角的游戏描述留待进一步探讨。

我们也希望用LHS来表达某位玩家“存在必胜策略”。但用全知视角的LHS公式表达信息不完全的捉迷藏游戏的玩家必胜策略是不合
适的。如果我们转而考虑完全信息版本的捉迷藏游戏（这就变成了经典的cops and robbers game），我们可以用
来表达有限图上第一个玩家作为hider而第二个玩家作为seeker的seeker必胜策略存在性。更一般、更少
限制的情况有待进一步探讨。

LHS

的性质

在设计好LHS之后，我们探究了LHS在可计算性和表达力上的一些性质。其中LHS可满足问题的不可判定性是我们论文的最重要结
论。

表达力
基本模态逻辑中互模拟蕴含模态等价。我们也来考虑LHS中的互模拟。LHS
态逻辑非常近似，因此我们也将LHS
先考虑LHS
的点模型

中的互模拟与基本模态逻辑和LHS中的互模拟分别比较。

中的模态等价与基本模态逻辑中的模态等价之关系。直接地，LHS
和

。当两个LHS

逻辑公式集时，这两个LHS
关，在

（直觉上可以看成两个基本模态逻辑拼起来）和基本模

上

点模型

中的赋值函数同样关心

公式集。但反之则不然。原因是在

中的命题变项，因此

公式；对另一个维度有完全相同的论述。如果我们转而将
，用
自然地，我们用标准情况下

和

可以拆成两个基本模态逻辑

各自对应的点模型分别满足基本模态逻辑完全相同的基本模态

，

点模型也满足完全相同的LHS

的一个点模型

上的LHS
拆成

和

均互模拟来定义LHS

中

公式并不能完全覆盖

和

取代之前的

上 只与

中的命题变项有
上的基本模态逻辑

其中
和

，则反方向也就成立。

的互模拟。可以想见LHS

中的互模拟也蕴含LHS

中的模态等价但反方向不成立。
再考虑将LHS中的互模拟定义为LHS

中互模拟且满足：

和

互模拟则

蕴含

。可以证明LHS 互模拟蕴

含LHS的模态等价。参考基本模态逻辑中对于m-饱和模型，模态等价反过来蕴含互模拟，我们类似地定义LHS-s饱和模型并证明了在
LHS中对于LHS-饱和模型，模态等价反过来也蕴含LHS互模拟。
小结：LHS互模拟严格强于LHS

互模拟，而后者严格弱于同一个模型下的两个维度的基本模态逻辑，等价于拆分赋值函数后的两

个维度的基本模态逻辑。

可满足问题的不可判定性
一个逻辑 是否可判定通常是指“是否存在一个图灵机能判定任意一个 中的公式的可满足性”。
在讨论可判定性之前，我们可以先讨论树模型性质、有穷模型行等可以作为复杂性高低信号的性质。
因为等词 的存在，我们容易分别构造出公式集只能在非树状模型上被满足或只能在无穷模型上被满足。也即：
LHS不具有树模型性质
LHS不具有有穷模型性
再回到可判定性问题。我们证明了LHS可满足性问题的不可判定性，方法是将

铺砖问题（一个已知的不可判定问题）归约到

LHS的可满足问题，以此说明LHS可满足问题的不可判定性。
铺砖问题是指给定有限的（正方形）砖类型集合 ，其中每个砖类型是将砖的四条边各染一种颜色，那么是否可以用 中的砖
类型给

（每个

坐标对应一块砖）使得相邻两块砖的相接边是同一种颜色。这是一个已知的不可判定问题。

将

铺砖问题归约到LHS可满足问题的思路是对于任意给定的砖类型集合 ，找到一个公式（等价地，有穷公式集）使得它在一

个模型上被满足当且仅当它给出
个

的一个正确铺砖方案。砖的类型显然可以用命题变项来表示。剩下的关键就是用LHS构造出一

的方块盘，在没有有穷模型性的基础上，再一个重要的步骤是表达出“在重合的状态下一边向上一步再向右一步、另一边向

右一步再向上一步能够再次重合”的性质。这个性质能延展出一整个方格盘。用LHS中的公式，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

其中

和

分别对应了表示向上的边

和表示向右的边

。注意我们这里使用了两个关系但实际LHS模型只包含一个关

系。我们接着可以通过添加两类新的节点，将一个关系的边转化为通过一类新节点的两条边使两个关系变成一个关系。再添加亿点细
节即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归约。
LHS的不可判定性实际上是由 引起的。如果没有等词，我们可以将任何LHS
其是否可满足。等词 的加入导致我们可以借助它构造出

的公式转化为一个基本模态逻辑的公式进而可以判定

的方块盘来解决

铺砖问题。

像LHS这样因为等词的加入而从可判定变为不可判定的情况在已有的文献中也是存在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是Gödel class (形如
的有任意谓词符号，但是没有等词、函数符合和常项的一阶公式) 另一个最近被发现的例子是the logic of
function dependence。

总结和更多的方向
我们已经介绍了LHS这样一个简单而有趣的逻辑是如何产生的，具有怎样的表达力和可计算性。关于LHS还有很多可以探究的问题：
公理化等逻辑本身的行为和性质
和其他类似逻辑（如product logic）的关系
更多与游戏的联系：能否扩充以描述玩家的视角；能否扩充以描述（无限游戏中）“存在必胜策略”；将 替换成一般的获胜条
件会怎样……
……
LHS正等待着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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