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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现代联合作战是体系与

体系的对抗，强调的是各能力要素相互

配合、密切协同，发挥整体威力。由于

拥有相对完善的网络信息系统，各作战

力量、作战单元、作战要素尽管分散配

置，但不再是一个个相互分离的实体，

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一个具有紧密联

系的体系。这种联系导致了联合作战

各力量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程度

明显增强。当某一种关键力量要素发

生变化时，就会直接影响与该力量要素

具有紧密联系的相邻力量要素，并通过

链式传播间接影响其它力量要素，以至

对整个联合作战体系产生“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影响。联合作战精打要害的思

想，正是利用了这一结构性弱点，试图

通过打击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关键目标，

“牵一发而动全身”，破坏和瘫痪对手作

战体系的整体效能。

在这种情形下，推进作战方式向

联合作战转型，就不可避免出现一个

窘境：一方面，为了加快转变战斗力生

成模式，全面提高军队威慑和实战能

力，需要运用网络信息系统把各种作

战力量、作战单元、作战要素融合集成

为整体作战能力，逐步构建作战要素

无缝链接、作战平台自主协同的一体

化联合作战体系。另一方面，随着构

建联合作战体系的不断深入，无疑会

造成联合作战各力量、单元、要素之间

的联系越来越紧、耦合程度越来越强，

势必在更广范围内、更大程度上强化

关键目标“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关

系。也就是说：在构建联合作战体系

时，各力量要素配合越紧密、发展越充

分，其结构性弱点就愈突出，就愈有可

能被对手利用，通过精打要害，破坏和

瘫痪作战体系。

为了避免这一窘境，一条思路是弱

化和消解联合作战体系中各力量要素的

关联关系，通过保持各力量要素的独立

性来割断“作用链”，从而避免攻击关键

目标所能带来的连锁效应。显然这与试

图建立体系优势、合力释能的联合作战

体系初衷是不相符的，因而是不可取

的。另一条思路是承认各力量要素的关

联关系，接受“作用链”，然后通过各种手

段将关键目标保护起来使其免受攻击。

这种做法的风险极大，一旦体系中的关

键目标被对手发现并给予打击，就会产

生连锁效应，削弱作战体系的整体效能，

甚至直接导致失败，因而也是不可取

的。在这种情况下，既要承认和接受各

力量要素的关联关系，又要避免关键目

标在遭受攻击时带来的连锁效应，去中

心化提供了一条可行思路。

去中心化最初来源于互联网，是指

逐渐地脱离服务器-客户端的集中存

储-指向访问的模式，取代以分散存

储、网格等分布式存储模式。经过演

化，多指在一个拥有众多关联节点的系

统中，没有绝对的、固定的中心节点存

在，每个节点都可以成为中心，但这些

中心都是阶段性的、非强制性的。这种

节点与节点之间体现为平等开放的系

统结构，称之为去中心化。与之相反，

中心化则是强调系统中存在中心，中心

决定节点，节点必须依赖中心。两者相

比，去中心化有其特有的优势，经典的

比较出自于美《海星与蜘蛛》中的描述：

传统组织就如同蜘蛛，它的智力集中在

大脑，只要你把蜘蛛的头去掉，蜘蛛就

会死亡。而去中心化组织就如同海星，

海星根本就没有头。它的智能分布在

身体各处，一旦你打掉它身体的一部

分，那个部分甚至可能自己再长成另一

个海星。结论是杀死海星比杀死蜘蛛

要困难得多。

对于联合作战来说，体系中的各作

战系统、作战单元、作战要素好比是构

成作战体系的各级各类节点，其中的关

键目标或要害部位好比是中心。这些

中心如果被设计成类似于蜘蛛大脑的

绝对中心，就容易被对手击点瘫片；而

这些中心如果被分解，并分散于整个作

战体系，造成一种如同海星一样没有中

心存在的态势，让对手找不到关键目

标，就能够有效化解“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结构性弱点。具体来讲，去中心化大

体上有以下三条途径可寻。一是分解

中心。分解中心就是将联合作战体系

的关键节点进行分解，分解成为多个具

有关联关系和自治特征的次中心，然后

将这些次中心分散于联合作战战场建

设的广阔空间，并利用网络连接成为一

个具有自适应特征的活系统，用这个活

系统来代替原来的中心。很显然，次中

心与原中心相比不易被作战对手在有

限的时间内悉数掌握并予以全歼，打击

次中心所带来的连锁效应会比打击原

中心带来的损害小得多。二是备份中

心。当一些关键目标不能进行分解时，

可采取备份关键目标的方法，让每个关

键目标都是“双胞胎”甚至是“多胞胎”，

从而弱化原有关键目标的重要性。比

如，在设置联合作战指挥所的时候，可

以同时设置联合作战地下固定指挥所、

地面机动指挥所、空中机动指挥所等。

通过这种预有多手准备的方式，保证关

键目标在遭受攻击时能够通过充分的

多手准备迅速恢复联合作战体系的核

心功能和完整能力。三是转移中心。

通过操控战场局势造成关键目标游移

不定的态势，不仅能够有效防止作战对

手精确瞄准关键目标，实施“牵一发”的

作战行动，而且能够在敌实施“牵一发”

作战行动后通过转移中心有效弱化“动

全身”之效。

联合作战体系构建怎样“去中心化”
■傅 国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武器装备
的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不仅表现
在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更表现为
用频设备的大量增加。这些用频设
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电磁
频谱来进行探测和感知，如雷达、红
外成像等侦察类装备；另一类是利用
电磁频谱实现信息交互，如通信、导
航和敌我识别等设备，前者主要是借
助电磁频谱提升单装或系统的作战
效能，而后者则是依托电磁频谱空间
形成或增强体系作战能力。未来作
战将是融合多维作战空间的联合作
战，能不能“联得上”“联得紧”关键要
看信息交互能力的强弱，而电磁频谱
空间自然而然就成为将“陆、海、空、
天、网络”所形成“拱圈”挤紧的“拱顶
石”。

鉴于电磁频谱空间在战争中的重
要地位作用，世界强国无不加紧在该
空间内的军事布局，尤其是美俄近年
来在该领域动作频频。俄罗斯将电子
战作为争夺电磁频谱空间主动权的主
要手段，近年来其在电子战领域呈“爆
发式”发展，“鲍里索格列布斯克-2”
“克拉苏哈-4”“摩尔曼斯克-BN”“希
比内”和“杠杆-AVM”等电子战装备如
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并在实战中取
得良好效果，令西方世界为之惊诧。
美国为了有效应对电磁频谱空间的压
力和威胁可谓“建”“管”“战”三管齐

下。2009 年，美国战略司令部推出了
“电磁频谱战”概念；2010年 6月，美国
总统奥巴马发布《释放无线宽带革命
计划》以解决军民之间在电磁频谱使
用上的矛盾；2013年 9月发布《电磁频
谱战略》，对电磁频谱空间法律、技术
和管理等方面进行规划，以提高美军
电磁频谱空间的接入能力；2015 年 12
月，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发布《电
波制胜：重获美国在电磁频谱领域的
主宰地位》的报告，目的是促使美国重
新获得电磁频谱空间的霸权地位；2017
年 10月 4日，该中心又发布了《制胜灰
色地带：利用电磁频谱战恢复对升级
事态的主导》，建议利用电磁频谱战制
胜所谓中俄“灰色地带”威胁。目前美
国国防部正在研究将电磁频谱空间视
为一个独立作战域的所有需求和影
响，并开始考虑将电磁频谱空间列为
继“陆、海、空、天、网络”之后的第六个
作战域。美俄之间的“针锋相对”充分
体现了它们对电磁频谱空间的重视程
度，一场争夺电磁频谱空间的电磁频
谱战已经“打响”。

电磁频谱空间作为国家新型安全
领域之一，是形成基于网络信息体系
联合作战能力的有力支撑，是全域作
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电磁频
谱空间新型作战力量的智能化建设，
将会对塑造态势、打赢信息化战争起
到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紧跟世
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未雨绸缪，锻
造我军无往不利的“电磁利剑”，将开
启未来战争胜利之门的“锁钥”牢牢控
制在自己手中。

美俄备战“第六作战域”
■逯 杰

治军先治将，练兵先练将。习主席

曾指出，军队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

仗，指挥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从某种

意义上讲，两军打仗就是双方指挥员

之间的较量。指挥得当可以以弱胜

强、以少胜多，指挥失当则会错失战

机、功败垂成。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

系的对抗，指挥控制能力是构成体系

作战能力的关键。随着我军武器装备

越来越先进，指挥体制和力量编成更

加科学，对高效灵敏的指挥需求越发

迫切。锻造高超的指挥能力需要院校

教育，需要职业培训，需要实战化训

练，特别是要在实战化磨砺中锻炼提

高，把所学知识和训练经历，转化为真

正的指挥能力。

终身学习是锤炼指挥能力的必然

要求。古人讲：“为将者，有勇不如有

智，有智不如有学。”毛泽东同志多次

谈到，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

土包子，而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

探其原因，善于学习是制胜密码。从

红军时期的随营学校、红军大学，到抗

战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指战员在战

斗间隙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许多

昔日的泥腿子成长为能征善战的高级

将领。我军靠学习走到今天，也要依

靠学习走向未来。未来信息化战争，

指挥对抗作用空前上升，对指挥员运

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素质要求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军事理论、科技知

识、筹划谋略能力，缺一不可，指挥员

的学习力某种程度上决定部队的战斗

力、生存力。我们要按照“干什么学什

么、缺什么补什么、未来战争需要什么

钻什么”的原则，把打仗急需的知识学

到手，知晓世界军事发展大势，知晓现

代战争形态演变，熟悉对手作战思想、

作战手段，做到知敌之变、知敌之长、

知敌之将。

思维训练是锤炼指挥能力的必然

选择。信息技术在战争中的快速应用

带来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同时，也容易

使人的战争思维落后于时代的步伐。

我们应当积极打破惯性思维定势，着

眼制胜未来联合作战，牢固树立与联

合作战指挥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以创

新思维“练谋”，强化联合作战谋略制

胜意识，以锐意进取的创新思维，深入

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研究现代

战争指挥规律，探索“将信息化钢刀架

上敌人脖子”的制胜方略。以系统思

维“练技”，从体系上使劲，坚持协调发

展、整体推进，通过系统化、工程化的

方法，加强基于数据的判断决策、方案

优化和毁伤评估的指挥应用训练，改

变“拍脑门”式的粗放化指挥，提高依

托信息系统运筹谋划和组织指挥能

力。以底线思维“练胆”，磨砺指挥员

顽强的意志品质和强大的心理承受能

力，强化联合作战指挥员危机意识和

血性胆气，提高联合作战指挥管控风

险能力。

实战化磨砺是锤炼指挥能力的必

然路径。今天按照打仗的要求训练，

明天像训练一样打仗，这是习主席强

调实战化训练的真谛。指挥员如果不

会判断形势、不会理解上级意图、不

会定下作战决心、不会摆兵布阵、不

会处置突发情况，稀里糊涂站上指挥

位，两眼一抹黑，就会付出惨痛代

价，有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要通过

实战化训练和重大军事行动磨砺，着

力训练独立判断形势能力，紧紧围绕

作战任务和决策需求，下功夫做到知

之全面、知之准确、知之迅速，透过

表象探求规律、抓住实质判明利弊，

进而实施准确高效指挥。着力训练理

解上级意图能力，抓住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细枝末节上纠缠

不清，不脱离本级任务实际，机械执

行上级指示要求。着力训练快速定下

决心能力，在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战

机稍纵即逝情况下，应在坚持简化程

序、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善于把握全

局，权衡利弊，科学决策。着力训练

摆兵布阵能力，根据战场情况变化，

灵活选择战法，巧妙设局造势，广泛

施佯用诈，奇正相辅相成，充分发挥

各军兵种、新型作战力量和武器系统

特长，有效控制作战进程。着力训练

处置情况能力，做到科学研判，实现

高效指控，敢于临机行事，做到临危

不乱、临难决疑，勇于合理冒险制

敌，在指挥上快敌一拍，在赢得部队

行动速度上快敌一步，迅速指挥部队

达成胜利或摆脱被动。

（作者单位：无锡联勤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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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催生理论新发展

当新的军事技术、作战理念和组织
编成相互作用显著提升军事作战能力
时，将促动新的军事变革。人工智能在
军事领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正成为军
事变革的重要推手，由此催生新的作战
样式，改变战争制胜的内在机理。

创新作战理论。智能领域新的颠覆
性技术，为军事理论创新开辟了新的空
间。将精确打击弹药、无人化装备融入
网络信息体系，催生“分布式杀伤”“多域
战”“作战云”“蜂群战术”“智能安全战”
等新的智能化作战理论；将智能化技术
与信息主导理论相结合，凭借己方的信
息优势和决策优势，在去中心化的战场
网络中切断和迟滞对手的信息与决策回
路，成为智能化战争制胜的关键。丰富
作战样式。伴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成熟
以及无人自主作战平台的规模列装，无
人作战将成为一种颠覆性的新型作战样
式主导未来战场。将智能化要素渗透于
战争的整个流程，运用智能感知、智能决
策、智能控制、无人平台，创新作战流
程。协同运用无人系统与有人系统，集
群、规划运用无人作战平台，丰富作战样
式。拓展作战力量。智能系统与无人作
战平台的广泛应用，将进一步丰富新型
作战力量的内涵，各类“混搭式”新型作
战力量将走向战场应用。随着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建设
运用，太空、网络等新型作战力量将在未
来战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加快指挥系统智能化升级

指挥信息系统的智能化是作战指
挥手段实现跃升、形成决策优势的关
键。未来战争，战场空间空前扩展、战
争要素极大丰富、对抗节奏明显加快、
作战体系动态变化，迫切需要智能技术

在战场感知、指挥决策和人机交互等方
面深度运用。

在智能感知方面，采用智能传感与
组网技术，广泛快速部署各类智能感知
节点，面向任务主动协同探测，构建透
明可见的数字化作战环境；依托数据挖
掘、知识图谱等技术，开展多源情报融
合、战场情况研判等方面的智能化处
理，拨开战争迷雾，透析敌作战意图，预
测战局发展。在智能决策方面，通过构
建作战模型规则，以精算、细算、深算和
专家推理方式，辅助指挥员在战略、战
役、战术等多级筹划规划和临机处置中
实现快速决策；运用机器学习、神经网
络等技术打造“指挥大脑”，从谋局布
势、方略筹划、战局掌控等方面学习运
用战争规律和指挥艺术，以机器智能拓
展指挥员智慧。在智能交互方面，综合
利用特征识别、语义理解、虚拟增强现
实、全息触摸、脑机接口等智能交互技
术，归纳分析指挥人员行为特征，构建
全息投影数字沙盘、沉浸式战场感知指
挥、穿戴式智能设备等新型人机交互环
境，为指挥员感知战场、掌控战局提供
智能化手段支撑。

构建智能化无人作战系统

智能化无人作战系统是未来战争
装备发展新趋势。其核心在于瞄准未
来战争“零伤亡”“全覆盖”“快响应”等
要求，充分运用新理论、新材料、新工
艺、新能源、新技术发展成果，在人机协
同和自主行动两个方面不断取得突破，
规模化打造新型智能无人之师，实现无
人作战系统的体系化协同作战。

在人机协同方面，依托天地一体信
息网络、自组网和协同交互技术，打通
人机交互链路，建立“人为主导、机器协
助、混合编组、联合行动”的有人-无人
协作体系，面向复杂作战任务、全域战
场环境，加强安全可靠的信息传输、精
准高效的行为控制、高度协同的人机混

编等机制和技术研究，实现高契合度的
人机协同作战。在自主行动方面，依托
任务规划、分布计算和智能组网技术，
研究发展反应速度快、适应能力强、可
靠程度高、编组计划灵活、行动规划合
理的无人作战系统及集群编队技术，充
分应对地形、天气、灾害、毁伤等各种变
化，智能动态调整运动姿态、行进路线、
火力运用、能源分配和自愈自毁等策
略，实现智能机器替换人类，拓展作战
空间，避免人员伤亡。

建强智能化综合保障手段

兵马未动，保障先行。智能化战
场，联合作战综合保障实现度是直接影
响部队战斗力生成的重要因素。智能
化技术的发展必将触发联合作战保障
体系建设的革命性变化，实现智能化综
合保障。

在政治工作方面，充分运用社会网
络、人员画像、舆情监控、情感分析、行
为预测等技术，构建覆盖战场管控、舆
论法理斗争、社情监控、人员关系分析、
人员思想动态、人力资源管理等业务的
智能政工体系，为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
新途径、新载体、新模式提供支撑。在
后装保障方面，通过运用物联网、无人
机、智能车、远程手术、3D打印等技术，
升级打造涵盖智能仓储、智能投送、智
能维修、智能医疗等智能后装保障体
系，实现战场后装物资自动快速精准补
给、装备故障快速诊断与维修、战场人
员及时救护，变被动保障为主动服务，
提升后装整体保障效率和效益。在作
战训练方面，通过综合运用云计算、虚
拟现实、仿真对抗、裁决评估等技术，打
造“导、控、裁、评、管”一体化演训平台、
智能化虚拟蓝军、沉浸式训练环境，支
撑战法谋略研练、装备技能训练、联合
对抗演练。

探索智能化作战力量体系

智能化新型作战力量体系是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新质战斗力形成与战
争形态演变的综合产物，是夺取未来
全域作战空间主动权的“杀手锏”，是
构成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的关键，是
我军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着眼新战场。新时代的作战空间
由传统战场空间向太空、互联网、精神
意志等新型战场拓展，逐渐延伸至人

类活动和意识形态各领域，快速响应
卫星、网络自主安防、大脑控制武器、
基因武器等新质作战力量正在融入作
战体系，军事智能化在太空战、网络
战、意念战、生物战等新型作战样式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关注新技
术。智能化的天基武器系统，以外层
空间为战场，有助于实现对制天权的
争夺；基于自主网络智能安全技术，有
助于实现攻防一体、动态防御的网络
安全对抗；控脑技术，有助于实现对敌
方人员精神、神经和心灵进行攻击；智
能化手段还可能加速某些国家基因武
器研制。军事智能化正在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融入军事领域的
各个层面，解构重塑着战争呈现给世
人的传统面貌，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方
可立于不败之地。

夯实军事智能化发展基础

军事智能化建设是一个庞大复杂
的系统工程，加快推进军事智能化发展
需要以先进的理论作为支撑，以体制机
制建设作为保障，以技术突破为抓手，
以人才队伍建设为动力源泉。

建立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机制。智
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军事智
能化的加速器。信息时代军用技术和
民用技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可转换
性越来越强。积极建立军民融合协同
创新机制，不断强化军用核心技术原
动力，构建全社会开放的产学研协同
创新体系，对人工智能等核心前沿技
术前瞻布局、扶持投资，充分发挥整个
社会的创新力量，促进军事智能化快
速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重点领域技
术突破。要聚焦相关重点技术领域，
打破制约军事智能化发展的技术瓶
颈。一方面，加强军事智能化基础支
撑领域的研究，例如，军用大数据、军
用物联网等；另一方面，从战场需求出
发，加强各个作战要素方面的智能化
应用技术研究，尤其是智能化指挥决
策、智能化武器平台、智能化战场感知
等方面的研究。大力建设高素质人才
队伍。军事智能化对人的素质提出了
更高要求，高素质人员和智能化武器
的有效结合，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作
战效能。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应抓
紧探索相关人才的培养规律，充分利
用军地教育资源，加大相关人才培养
力度，为推进军事智能化建设提供坚
实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智能化战争正在叩门，你准备好了吗
■尹峻松 程 钢

高端走笔

外军纵横

观点争鸣

当前，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正成为世界强国的共识。人工智能技
术加速向军事领域渗透，已成为军事变革的重要推手，必将催生新的作
战样式，改变战争的内在机理。应紧紧抓住军事智能化这个提升军队
战斗力的新质增长点，有机融合军事理论、科学技术和军事应用，智能
升级传统作战领域、创新作战概念，使“智能因子”由武器装备辐射至军
队建设的各个方面，在军事理论体系、指挥信息系统、无人作战系统、综
合保障体系、新型作战力量等重点领域聚力突破，推动作战体系的重塑
再造和转型升级。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引

言

●构建联合作战体系去中心化不
是不要中心，而是采取去中心化的多
种手段去克服联合作战“牵一发而动
全身”之短，推动联合作战体系泛中心
化和中心网络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