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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化作
战平台将迎来跨越式大发展，并以遥控式、半自主式、自主式分层次逐步
转化为现实战斗力。探寻战争制胜机理，紧贴新型作战力量智能特性，以
前瞻视角探寻未来智能化作战方式演化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创
新完善前沿作战理论体系、科学运用智能化作战力量亟须攻克的课题。

引

言

智能化作战正在掀起一场新的军
事革命。这场革命将改变传统作战理
念，使作战制胜机理发生了深刻变革。
了解智能化作战制胜机理，有助于更好
地认识和把握智能化作战，推动智能化
建设发展。

态势智能认知

态势智能认知，是以广泛分布于多
维战场空间内的侦察、感知和技战术手
段为基础，在实时共享战场态势基础
上，对战场数据进行智能化处理，形成
对战场军事活动的智能认识活动。态
势智能认知质量高低、时效性强弱，直
接关系到各作战单元能否对战场情况
作出正确判断、形成科学决策和采取有
效行动。

广域感知体系是前提。实现战场
态势智能认知，需要建立广域分布的战
场感知体系。按照技术性能和作战需
要，将分布在陆海空天网等不同空间，
以及不同工作频域的各种侦察感知装
备进行优化整合，形成全域、全频、全时
的战场感知体系，确保各作战单元从不
同空间、不同距离、不同频率精确获取
所需情报信息，形成以智能为主、人工
为辅的感知信息处理模式，提高作战单
元战场感知的智能化水平。

形成整体认知是核心。各作战单
元在完成自身战场态势智能认知的基
础上，利用网格的资源共享、信息联通、
要素融合、虚拟协作、并行计算和智能
辅助等功能，将本单元与其他作战单元
虚拟“集中”起来，将与作战相关的军事
指挥、军事技术、军事工程等专家虚拟
“集中”起来，发挥群体认知功能，形成
整体认知优势。

力量智能聚合

这是指根据作战实际需要，借助信
息的高度共享和快速流转，实时自动选
择动态分散配置在广阔多维战场空间的
各作战系统、作战要素、作战单元，构成

一个有机的作战力量整体，从而充分发
挥作战体系的整体效能。智能化作战
中，哪方能够通过体系自协同、自检测和
自修复，将分散部署的各作战力量效能
实时聚集，谁就更有可能赢得主动权。

节点状部署。智能化作战空间急
剧拓展，信息网络空间具有更大的扩展
性，为作战编组依托网络节点进行部署
奠定了基础。采取节点状部署，可根据
作战任务的不同需求，同步协调规划信
息网络节点和远战力量，非线性、不规
则、广域疏散动态配置各要素力量和网
系节点，进而提高作战力量的战场生存
能力、反应能力和适应能力。

网络化机动。以往作战力量机动，
主要通过物理空间上的位移实现。智
能化战场上，广域分布的战场网络，使
各作战单元具备了随时在网、随时入网
能力，将根据作战进程和态势变化适时
进行网络机动，调整优化网络配系和链
路，塑造作战力量可自由进出、动态组
合的网络环境，谋取虚拟空间优势和信
息优势，进而主导作战能量的聚散，实
现多维分布、效能聚集效果。

虚拟式集中。传统作战，强调兵
力、兵器借助实体集中形成对敌优势。
智能化作战，各作战单元部署空间各
异、力量分散，作战实体并未集中。但
通过横向到诸军兵种、纵向达单个平台
的战场信息网络的融合，可形成一个有
机的整体，信息互通、态势互享、行动互
动，并根据战场实时态势，动态调整各
作战要素的信息、火力作用重点，实现
作战效能的虚拟集中，联合制胜。

决策智能设计

决策智能设计，是指智能化辅助决

策系统提出多套作战方案或计划，供指
挥员决断；智能化作战单元同步接收指
控中心发送的作战任务和目标需求，设
计最优机动、侦察、攻击和保障等计划，
为后续行动提供条件。

决策系统提供多套方案。在完成战
场态势智能认知基础上，智能化辅助决
策系统自动进行敌情、我情和战场环境
等数据分析，形成相关兵力、兵器等对比
数据，再根据预先输入的作战任务和目
标信息，生成多套形象直观的方案和计
划，综合评估后供指挥员作出最后决断。

智能化作战单元细化计划。确定
进入行动响应程序的智能化作战单元
接收到上级作战任务和目标需求后，根
据指控中心的授权，结合本级任务和要
求，进一步对战场目标信息进行甄别筛
选，自主制定本级最优方案和计划，作
为下一步具体行动的依据。

效能智能释放

智能化作战单元在联合作战体系
支撑下，根据作战任务和需求，自动侦
测、识别目标信息，并根据目标的性质、
位置、大小、状态等，自主展开精确攻防
行动，实现作战效能精巧释放。这种效
能释放方式，不仅实现了精确化，而且
可灵巧选择攻击方式、攻击重心和效能
释放能量级等，做到精准、恰当和适量。

自动统筹作战需求。分布在广域空
间的智能化作战单元，在完成战场态势
智能认知的同时，将自动接收指控中心
发送的作战任务和目标需求，精确判定
目标位置、方向、大小、状态等要素。再
根据预期作战任务，自主计算与匹配攻
防目标所需的武器种类、制导方式、机动
路线等参数。如果自身具备这些需求，

智能化作战单元便自主匹配；如果自身
不具备这些需求，则对外发送相应需求。

精巧化释放体系作战效能。完成作
战要素自主匹配的智能化作战单元，在
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将自动规避对方
干扰和反制，在上级和友邻的支援下，灵
活采取信火攻击、节点瘫痪等手段，直接
攻击对方作战体系的重心和目标点，将
体系作战效能精巧释放在作用点上，达
成击要、毁点、破网、瘫体的作战效果。

状态智能转换

状态智能转换，是指各作战单元根
据战场态势的发展变化，自主进行状
态、形式、范围、空间等调整，以规避正
在出现的或即将发生的不利局面，推动
作战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智能化
作战与一般作战相比，战场流动快，不
确定因素增多，对作战单元状态转换提
出了更高的时效性要求。

基于目标转换。智能化作战是以
目标为中心的作战，各种作战资源和行
动都将围绕目标设计和展开。但战场
上的目标又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这就
要求各作战单元快速研判态势与对方
企图，迅速调整力量部署和行动重点，
完成对目标的即时有效打击。

基于态势转换。一方面，需要根据
战场态势的变化，临机调控各种作战力
量，完成进攻与防御、主要与次要的转
换调整。另一方面，相关作战单元将在
统一指挥和自主互商下，同步联动响
应，默契协调相应行动。当战场态势发
生重大变化或关键性行动难以执行时，
可跨越中间层级，直接指挥到相关任务
部队，实现战场局部态势的转换。

基于能力转换。智能化作战中，己
方作战能力会随着作战进程不断变
化。为避免出现指挥失控、行动失调等
现象，需要根据各作战单元能力的实时
变化情况，有预见性地进行调整，确保
能力上始终优于对方。紧盯敌作战体
系中的关键节点，优化资源、调整部署，
有针对性地基于能力进行状态转换，确
保连续施压、持续打击和精准控制。

探寻智能化作战制胜机理
■许世勇 王家胜

以量增效的

“蜂群式”作战

“蜂群式”作战强调大量集中使
用低成本无人交战力量平台，以类
似蜂群的组织方式实施作战行动。
现代战争中，随着作战双方技术水
平差距逐步缩小，加之高质量武器
平台成本不断攀升，寻求将昂贵的
武器系统分解为数量众多、尺寸小
巧、成本低廉、分布广泛的无人平
台，采取集群饱和攻击的方式与对
手打一场消耗战，以量增效已成为
一种新可能。
“蜂群式”作战将成为智能化作战

的基本作战形式，充分反映了“以多
制胜”的战争规律。“蜂群式”作战通
过将成本、功能都远低于高质量武器
系统的分布式单个无人作战单元融合
为一个集群体系，进而衍生出能力更
强范围更广的作战效能，以合力破敌
克敌。无人作战单元通过配备传感
器、定位设备、处理器等完备的硬
件，预设相应运行程序规则，并在战
前进行大量自主学习训练，确保能依
集群需要快速协同反应，形成为“蜂
群式”作战体系制胜。同时，“蜂群
式”作战具有绝对“量”的优势，可
通过瞬时饱和攻击的方式达成作战目
的。
“蜂群式”作战以量增效获取优

势，可实施多种类型的行动。如，单
一类型无人作战单元集群可实施突破
敌防御关键地段或重要目标、开辟通
路、纵深攻击、特种袭击等高风险行
动；各军种内部或跨军种无人作战力

量单元可根据自身作战性能、任务需
求等混合编组形成作战集群，突击敌
方重要目标或实施特种袭击行动等。

隐形预置的

“木马式”作战

“木马式”作战注重运用无人智能
化作战力量，采取隐形手段隐蔽进入
预设位置，根据作战需要激活并融入
体系作战的行动方式。智能化战场，
交战双方综合感知能力大大增强，要
达成作战突然性难度极大。故在作战
力量使用上，将更加注重“木马式”
隐形预置。智能化作战单元可借助科
学运算设计规划，充分发挥小型、无
人等特殊优势，采取多种手段隐形预
置于战场适当位置，实时感知周边敌
情或保持静默，等待时机激活发挥作
战效能。
“木马式”作战预置隐形无人智能

作战力量，以突然发力的形式改变战
场态势，彰显了“以奇制胜”的战争
规律。当然，实际作战中要预置哪些
类型、多大规模的智能化作战单元，
采取何种方式预置，预置在何地点，
要根据战场敌情、担负任务和自身力
量情况综合筹划设计，确保能够将相
应力量隐形预置于敌方关键地域、重
要目标范围内，一旦激活迅即发挥定
向打击作用。预置智能作战单元要与
外围作战力量相协调，激活后能够融
合为有机统一的作战力量体系，根据
任务指令协同实施相应行动，提升综
合作战效能。担任“木马”的智能作
战单元尤其要以敌意想不到的方式隐
蔽预置，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

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敌实施攻击，打
乱敌战场布局、作战节奏和对抗态势。

高度自动化的

“自主式”作战

“自主式”作战指智能化作战力
量体系的作战行动控制不需作战人员
干预，自行完成作战行动的作战方
式。未来作战尤其是无形无人领域的
对抗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且行动速度
极快，需要各类智能化作战单元组成
对抗力量体系，自行感知、判断、决
策、应对相应威胁，达成自主行动目
的。
“自主式”作战充分显现了“以快

制胜”的战争规律。智能化作战力量
体系依托信息系统支撑，自主计算、
融合感知信息，自主做出判断、决
策，自主展开行动，在自主中抢占先
机赢得优势。智能作战力量体系在感
知阶段要根据获取的相应数据，从数
据库中匹配对比判断出目标信息。确
定选择决策方案时，要根据目标信息
匹配作战力量类型及行动方式，从而
确保行动科学高效。“自主式”作战需
要智能作战力量体系具备完成感知、
判断、决策、行动、评估全过程的能
力，形成行动的完整闭合回路。

在具体行动中，无人智能作战力
量单元根据作战需要自主获取战场情
报信息，并将所获信息传输、共享于
作战体系中。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单元
在作战体系支撑下，自主进入战场，
自主展开相应行动，自主评估行动效
果并反馈至作战体系，与作战任务需
求相比对后，确定是否结束行动或继

续展开后续行动。当作战力量还不具
备完全自主能力时，也可采取半自主
的方式实施行动。

瘫敌体系的

“失能式”作战

“失能式”作战主要运用智能化作
战力量破敌作战体系，快速削弱敌体
系作战效能。智能化作战力量体系的
融合度不断深化，交战双方体系系统
间的对抗特征更为显著。要获得对抗
优势，破敌、瘫敌体系至为关键。“失
能式”作战瞄准作战效果，正是以瘫
敌体系获得对抗优势。
“失能式”作战展示了“体系制

胜”的战争规律，围绕敌作战体系关
键构成瞬间集中释放效能，甚至以光
电的速度发射、毁伤，快速高效而使
对手难以实施有效应对。“失能式”作
战除使用传统作战方法外，还寻求运
用颠覆性作战手段，针对敌作战体系
人员和关键电子元器件构成使用新机
理武器剥夺其机能，达成釜底抽薪功
效。采取点面结合攻击，使作战对手
整个作战体系在一定时间失去作战效
能，处于瘫痪状态。
“失能式”作战的典型作战行

动，包括运用智能作战力量体系全
面开花，大幅削弱、短时“隔离”
或剥夺敌作战体系主要支撑目标、
核 心 功 能 ， 使 其 体 系 处 于 混 乱 状
态，无法形成合力；集中运用小型
车载式激光、电磁脉冲、微波等武
器对敌主要作战方向、重点目标群
实施发射、毁伤，大幅削弱、瘫痪
其作战体系。

前瞻智能化作战基本样式
■张晓杰 张全礼

“兵因敌而制胜”，战法创新需针对

特定对象探求对抗之策，这既是军事斗

争准备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能打仗、

打胜仗要求的具体体现。

着眼对抗的不确定性，战法创新应

超前谋划。信息化条件下作战，首先进

行的是致盲战，如美军强调要把对手军

队的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视为“阿喀

琉斯之踵”，作为首要攻击对象。美军

追求的正是通过极强的信息攻防能力，

在未来战争中抢得先手，占据主动。

由此可见，在激烈的侦察与反侦

察对抗中，想掌控战场“制透明权”将

非常困难，战争迷雾必将不同程度困

扰指挥员。因此，一方面，需加强研

究在没有掌控战场“制透明权”的条

件下如何作战。不能想当然地认为，

信息能力强了战场自然透明；也不能

总围绕“信息优势——决策优势——

行动优势”公式转，而应加强研究在

信息均势，甚至信息劣势环境下，如

何发挥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

力。另一方面，加强对目标精确打击

方法研究。战前应重视对潜在对手

重要目标的侦察监视，并形成数据

库，重点研究战时如何在敌强干扰下

能准确命中目标。

立足对抗的复杂持久性，战法创

新需科学设计。信息化条件下强强对

抗，想通过一种或几种战法取得决定

性战果可能是不现实的。战法创新最

忌直线思维和一厢情愿，来不得半点

飘浮和虚假。因此，必须充分认清未

来战争对抗的艰巨性。要设想最复

杂、最困难局面，战法创新既要研究体

系瘫痪之策，也要研究体系瘫痪后的

常规战法；既要研究速决战法，也要研

究持久战法。要做好战法整体设计和

筹划，重点做到战争、战役、战斗不同

层次上的战法衔接，基本战法、具体战

法以及各种作战行动对抗方法配套，

形成统分结合、层次清晰、完整科学的

战法体系。只有这样，战法创新成果

才能真正成为胜敌的有力支撑。

突出对抗的非对称性，战法创新

应超常谋策。两军对抗，非对称威胁

是最大的威胁。海湾战争以来，拥有

太空、信息、远程技术和力量等巨大

军事“代差”的美军对弱小的对手无

不实施非对称打击，使对手事先的作

战准备和应对战术基本派不上用

场。不过，非对称性作战既是以强击

弱的战力倍增器，也是以弱抗强的有

效手段。只要巧妙运用非对称战法，

弱军也可重创强敌。但弱势一方想

要克敌制胜，必须在常规战法外寻找

对策。一是找准敌人的弱点。信息

化条件下作战，除了在敌人最意想不

到或最不情愿的时间、地点，以敌人

最不适应的方式与敌交锋出奇制胜

外，实施非对称攻击的目标可以重点

考虑敌方的信息系统、作战支援系

统，以及生活保障系统等。这些系统

依赖性强，防护能力相对较弱，一旦

破坏影响较大，可以集中优势力量，

重点突破。二是注重空间转换。实

战中，可考虑在对手打击空间进行有

效防护与抗击的同时，迅速开辟实施

能够反击的作战空间，将战场从对手

进攻的空间转向己方设定的作战空

间，并在这一空间施展自己的战法，

从而把握战场主动权。

增强战法创新针对性
■郑卫国

当前，军事领域正在发生广泛而

深刻的变革。面对风起云涌的军事革

命浪潮，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安全

和军事战略，以前沿科技创新为杠杆，

撬动军队建设转型，争夺军事战略主

动权。

军事领域是对科技前沿感知最敏

感的领域。军事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

速度的赛跑，谁见事早、动作快，谁就

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制

高点和主动权。今天，我们正处在由

大向强的“关键一跃”期，必须把科技

创新作为重中之重，抓住科技兴军的

核心关键，切实增强塑造态势、管控危

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能力。

树立科技是核心战斗力思想。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一项宏大的系

统工程，必须统筹推进政治建军、改革

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和备战打

仗，全力打造能够有效履行新时代使

命任务的精兵劲旅。要坚持目标牵

引，瞄准世界一流，细化目标举措，坚

定信心定力，汇聚科技兴军的磅礴力

量。激发创新活力，坚持创新驱动，树

立创新理念，打造创新文化，发挥官兵

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注重问题导

向，聚焦实战、以重难点问题突破带动

部队全面建设水平整体跃升。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高地。每一次

重大科技进步和创新，都会引起战争

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为此，

世界主要国家都重视通过高投入、高

风险、高回报的前沿科技创新，提升军

事能力优势。必须深化前沿科学探

索，加强科技展望和技术预见，在那些

最前沿、最敏感、最重要的科学领域和

发展方向上赢得先机、抢占高地，掌握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

术，大力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积极

开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研制，加快发

展跨越无缝、精确无误、智能无人等作

战手段，着力研制打仗管用顶用好用

的先进武器装备，努力抢占军事竞争

战略制高点。

加快核心技术难题攻关。“两个差

距很大”“两个能力不够”，既是我军战

斗力建设必须跨越的鸿沟，更是提高

战斗力必须破解的时代课题。当前，

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战略

前沿技术的发展应用，要求科技工作

必须迎难而上，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

关。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紧在一

些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独特优势，努力

实现弯道超车，实现由“跟跑”“并跑”

向“领跑”的转变。

牵住自主创新“牛鼻子”。推动科

技兴军，关键是自主创新。只有大幅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

际军事竞争中掌握主动。只有坚持创

新驱动发展，加强国防科技战略管理，

推动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才能打造增

长的新动力，形成发展的新引擎，更好

地将科技成果应用到提高部队战斗力

上来，从而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

强大动力。

打造新型军事科技人才方阵。强

军兴军，要在得人。必须发挥人力资

源在科技兴军中的能动作用，坚持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大兴识才爱才敬才

用才之风。着力培养一批既懂军队建

设和军事斗争，又懂高新技术武器装

备开发利用；既能熟练运用传统火力

打击手段，又了解掌握信息化作战方

法的复合型、专家型人才。推动军地

合力培养，拓宽人才培养渠道、改进人

才培养模式，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

腾，使科技兴军活力迸发涌流。

把
握
推
进
科
技
兴
军
的
核
心
关
键

■
李
文
平

挑灯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