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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是组织实施联

合作战的中枢，构建基于网络信息体系

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首先要在体系结

构的整体性、层次性、稳定性和耦合强

度上下功夫，同时应特别关注信息体系

的结构安全性，确保战时防破击，真正

做到攻防兼备、建战一致。

网络信息体系是以网络中心、信息

主导、体系支撑为主要特征的复杂系统，

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的渗透性和联通性，

把各种作战力量、作战要素、作战单元融

合集成，实现无缝链接、一体联合。基于

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使

指挥链条的结构联系更加紧密，耦合度

更加高，实现了快速精确指挥、快速精确

聚合、快速精确到达、快速精确打击。然

而，网络信息体系在为联合作战指挥带

来极大优势的同时，也显现出结构脆弱

性的弱点，而且，无处不在的网络系统，

更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脆弱性，为对手破

网断链提供了可能和机会。因此，在构

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时，必须高度重视

网络信息体系的结构安全，把体系破击

与防破击一体筹划、同等对待。

做好防破击，首先应确保自身网络

信息体系安全可靠。坚持标准化与实战

化并举，确保在强电磁和复杂电磁环境

下动中通、抗中通、扰中通，严防信息窃

取、病毒侵袭、黑客攻击、体系毁瘫。其

次，要使网络信息体系具有智能再生功

能。通过防止和克服中心化，采取建立

多中心、次中心、分中心等去中心化措

施，让对手找不到中心节点和破击靶心，

即使一个中心节点遭到破击，还会冒出

多个中心节点，使网络信息体系如蚯蚓

一样具有断而不死、智能再生的功能。

第三，应做好网络信息体系要害节点的

隐真示假。通过预置虚拟网络、引导程

序和假中心节点的措施，采取固定、机

动和隐蔽部署相结合的方式，混合配备

不同体制和不同频段的雷达、通信设

备，科学组网反敌干扰，战时则利用电

子欺骗的方法迷惑、误导对手，诱骗其

对我假目标进行攻击。第四，应切实做

好信息化指挥手段的多重备份。留好留

足作战的预备力量，是战役机动和保持

作战指挥弹性的重要措施，对于网络信

息体系防破击尤为重要。与设置联合作

战指挥所相同步，设置好地下固定指挥

所、地面机动指挥所、空中机动指挥所，

甚至可以考虑更为“落后”的“原始”通信

手段，通过多手准备、多重备份，确保战

时指挥体系核心功能能够快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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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74年，忽必烈出兵10万南

下伐宋。元军攻势凌厉，南宋抵挡不

住，只能依托长江天险与敌对峙。然

而相持不久，元军就从江水较浅的阳

罗堡大举渡江，长驱直入，相继攻克多

处战略要地。丢失长江防线对南宋造

成了沉重打击，宋军再也无法抗衡元

军。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

安，俘虏了南宋皇帝恭宗。

元军是如何获悉阳罗堡地形水文

秘密的呢？原来，南宋官兵贪图小利

导致了军机泄露。宋元两军隔江对

阵，宋军见元军的战马又多又壮，十分

羡慕。南宋守将贪财愚蠢，时常派士

兵趁夜从阳罗堡涉水过江，盗回元军

马匹。战马虽多，接连丢失还是引起

了元军注意，于是严加防范。一天夜

里，几名南宋士兵刚接近元军的马厩

就被逮个正着。元军对俘虏严刑拷

问，逼他们说出渡江地点。宋军士兵

受刑不过，只得招供。牢不可破的长

江天堑就这样毁于一旦。

战争是你死我活的对抗，双方必须

不遗余力搜寻对手的情报，同时千方

百计严守自己的秘密。掌握了敌方情

报，往往可以批亢捣虚一举破敌；泄露

了己方秘密，往往会遭受重大损失甚

至一败涂地。因此，“机事贵密”是兵

家通则。二战期间，盟军破译了纳粹

德国的超级密码，为了打消对手的泄

密顾虑，面对希特勒试探性发起的大规

模空袭，丘吉尔忍痛牺牲一座城市——

考文垂，以惨痛代价掩护宝贵的情报来

源，结果盟军情报优势在赢得整个战争

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如今，我军对信息安全和情报保密

问题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但还有一

些人对潜在威胁不够警惕。有的觉得

自己掌握的信息密级不高，出不了大

事；有的对手机、运动手环等存在的泄

密隐患认识不足，无视技术发展带来的

潜在风险；还有人热衷于所谓的技术

“升级改造”，反而造成更多连带安全问

题。在情报信息安全管理上，知管理不

知技术，有技术不负责管理的问题一定

程度存在，情报信息安全问题仍然任重

道远。事实上，在安全保密这个大系统

中，任何一片“雪花”出纰漏，都可能酿

成整个系统的“雪崩”。反之，如果把保

密工作扎实落实到每一个相关个人、每

一个工作环节，自然能够确保万无一

失。2014年，俄罗斯在北约天星地网

的严密监控下出其不意地迅速登陆，兵

不血刃收复克里米亚。之所以能够创

造信息化时代大部队瞒天过海的奇迹，

原因有很多，其中俄军高度的组织纪律

性显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个

俄罗斯军官和士兵都有手机，但西方情

报部门并未从监听的电话中察觉出丝

毫俄军换防和开展强力行动的端倪，俄

军的严明纪律令北约深感讶异。

古今中外无数经验教训告诫我们，

“三军之事，莫重于密。”信息化战争，强

敌侦察器材先进，信息战力强大，远程

火力精准，战场机动迅速，我作战部署

方案计划等情报若被对手掌握，极易遭

到实时或近实时的信火一体突击，陷入

被动。这种情况下对抗强敌，只有牢固

树立“保密就是保生存，保密就是保胜

利”的思想，努力加强责任心、事业心教

育，加强对获取信息、各种信息载体和

敌对势力信息渗透的管控，才能降低泄

密风险，这是我们备战信息化战争必须

高度重视的紧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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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战争”理论，强调非
军事手段与军事手段的综合运
用，体现了由“军种联合”向“大联
合”的转变。

近年来，战争形态演变加速进入信
息化、智能化战争的转换期，人工智能、
物联网、大数据等高新技术在军民两个
领域相互转化，加之世界主要国家军事
战略不断调整、军事力量建设持续加
强，诸多因素共同催生了一个作战理论
兴盛期，并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趋势之一：作战指导上，既强调信

息主导、一体联合，又突出软硬结合、主

动控局。外军一些作战理论强调获取
信息优势，并将其转化为决策和行动优
势，最终实现信息制胜。比如，美军提
出“网络中心战”“知识中心战”等理论，
其本质是将各类系统组成一个网络信
息体系，通过人与机器结合，实现对战
场态势实时感知、及时处置。一些作战
理论强调围绕统一目标，实施跨军种、
跨领域、跨机构的一体化联合，追求更
高的融合度，发挥整体作战效能。比
如，俄军的“地空一体机动战”“全方位
机动防御”等理论提出使用各种战法和
现代高技术手段，夺取主动权。另一些
作战理论强调，将打击敌精神意志的
“软手段”与摧毁敌军事力量或关键设
施的“硬手段”相结合。比如，美军的

“战略瘫痪”理论，其思想本质是将以物
理摧毁为主的硬杀伤，向“物理打击+
心理打击”“打重心+打节点”的软硬杀
伤相结合转变。

趋势之二：作战形式上，既强调各

军种、各领域联合作战，又突出政治、

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并用的“混合行

动”。美军的“多域战”“联合作战进
入”“联合远征机动作战”等理论，以及
俄军的战略性战役理论、日本自卫队
的“跨域防卫”“离岛防卫作战”理论、
法军的“作战水泡”理论等，都强调军
种、领域的深度联合，有的还明确提出
“跨域协同”思想。另外，随着安全威
胁变化的多元化趋势，美俄两国提出
“混合战争”理论，都强调非军事手段
与军事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由“军
种联合”向“大联合”转变。在这方面，
美军更强调综合运用高技术作战力量
与非常规作战力量，制造并利用战争
的模糊性（灰色地带）；俄军更强调多
措并举、“以弱胜强”，围绕既定目标，
合理巧用军事力量，最大程度地提高
行动效益。

趋势之三：作战样式上，既强调运

用信息作战、远程精确作战等已有样

式，又突出运用网络、太空、无人等领

域或特殊条件下的作战样式。很多国
家军队感到，信息作战、远程精确作
战、机动作战、特种作战等作战样式还
需坚持。俄军在总结叙利亚军事行动
经验时指出，信息资源成为最有效的
武器之一，其广泛应用可以在不长时
间内，就从内部搅乱一国的局势。俄

专家认为，未来火力战将表现为高精
度武器系统的火力对决。美国空军
提出未来作战概念并强调“作战敏捷
性”，海军陆战队则强调机动作战、联
合作战。同时，一些国家军队感到，
要紧跟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
源技术发展，不断创新网络、太空、无
人等领域或特殊条件下的作战样式，
进而实现多领域作战样式的灵活组
合。比如，美军提出无人机蜂群作
战、分布式杀伤概念以及有人无人协
同作战理论。

趋势之四：作战方法上，既强调吸

收传统战法的精髓，又突出发展扬长

避短的非对称战法。一些国家军队强
调吸收传统战法的思想精髓，对其升
级改造，并赋予新的生命力。比如，“纵
深打击”战法在海湾战争后，仍然占据
美俄等国军队作战理论的重要位置，但
内容已由“纵深打击”变为“全纵深同时
打击”。同时，许多国家军队积极发展
扬长避短、避强击弱的非对称作战理论
和战法。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高低
并行”。对于军事强国而言，以太空作
战、网络空间作战、电子战等为代表的
高技术作战理论和战法迅速发展，且相
互融合。而相对落后国家或非国家行
为体，则坚持发展非对称、低成本、善隐
蔽的战法，如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网络
武器，或实施恐怖行动。二是“全球与
局部并存”。从发展作战理论和战法的
角度看，美俄等国主要着眼应对全球
冲突，其他一些国家主要着眼应对边
境或内部武装冲突。

关注外军作战理论发展趋势
■冯东浩

“疾病当治本”。要研究清楚问题，
须先从理论上梳理清楚问题的症结。
笔者认为，过往对陆军改革的理论研
究，更多是从技战术角度出发，重点关
注作战能力，因循以装备性能为龙头的
研究模式。这种模式有助于推动陆军
作战体系建设的快速发展，但也容易形
成思维定势，产生行为惯性，造成装备
发展带来的缺陷和问题日益堆积。在
当前重新审视陆军改革的时候，笔者认
为应该跳出原有的思维模式，站在战争
全局的高度，从哲学角度历史地、全面
地看待战争，通过研究分析战争的根本
属性，从根源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什么是战争的核心要素？

探索陆军的发展方向，应从战争核
心要素的角度入手。战争有很多要素，
“目标”是最为核心的要素。

之所以说“目标”是战争的核心要
素，是因为所有战争都离不开“目标”，
都是紧紧围绕“目标”展开的。“目标”是
随着历史发展和战争方式变化而变化
的，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的演
变过程。所有战争都难以回避人的参
与和存在，因此人始终是战争中最主
要、最基本的“目标”单元。冷兵器时
代，战争的主要方式是兵对兵、将对将，
人是主要“目标”。随着武器改进和战
争方式演化，“目标”逐渐扩展为骑兵、
战车。进入热兵器时代，“目标”又包含
了火炮、装甲车辆、坦克、飞机、舰船等
武器装备，以及由这些单个“目标”组成
的战线、阵地、阵线等大“目标”。进入
信息化时代，未来战争强调战场透明，
所传递的大量信息又成为新的“目标”。

“目标”好比“100…000”中的“1”，
如果“1”不存在，就什么都不存在了。
因此，不管战争如何进行，战争离不开
“目标”，“目标”自始至终是战争的核心
要素，贯穿古今。正因为如此，未来陆
军发展建设应该紧紧围绕“目标”展开
研究。

如何从“目标”展开研究？

笔者认为，战争的本质是“对目标
的发现与摧毁”。历史上所有战争，无
论早晚，远古的和近代的，无论规模，不
管是局部武装冲突还是区域性战斗，抑
或是地区性战役，根本上说都是围绕
“对目标的发现与摧毁”展开的。如果
能发现“目标”并摧毁“目标”，战争就胜
利了。如果找不到“目标”，则谈不上战
争。如果摧毁不了“目标”，则赢得战争
无从谈起。
“对目标的发现与摧毁”包含两个

方面，一是发现，二是摧毁，其中首
要的是发现。发现是摧毁的前提，发
现不了“目标”则谈不上摧毁。对战
争中的同一方而言，需要关注的是
“不被敌人发现的能力”和“摧毁敌方
的能力”。“发现敌方”与“摧毁敌
方”事实上属于同一方面，都属于摧
毁能力。在过去的研究中，更加偏重
对摧毁的研究，武器装备也多以“提
高摧毁和抗摧毁能力”为出发点，更
多强调机械化、规模化、集群化作
战。其结果是摧毁能力在不断提升，
而自身目标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越
来越容易被发现，“不被敌人发现的能
力”越来越差。“物极则必反”，大则
笨拙，大则挨打，导致陆军的防护能

力变差，整体作战能力变弱。陆军改
革陷入“平台越强，陆军整体越弱”
的怪圈。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再次
思考陆军改革，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去重
新审视“发现与摧毁”这一对矛盾统一
体。《易经》有云，“阳极则阴，阴极则
阳”，阴阳运动是万事万物的运动规
律。发现与摧毁是等价平衡、不可或缺
的两个方面，仅重视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会使力量失衡，产生新的问题。正如前
文所述，摧毁能力的增强导致防护能力
变差。陆军发展一直重视摧毁能力而
忽视对发现能力的研究，当摧毁能力大
到一定程度时，必须从发现能力入手解
决问题，使“发现”与“摧毁”达到平衡，
良性共存、协调发展。

从发现入手，是从“敌方发现我方
目标”入手，想办法让敌方看不见、找不
着、锁不定我方“目标”，让我方在敌方
眼中“隐形”。如果敌方发现不了我方
“目标”，那么就无法对我方进行打击。
在未来信息化战争环境中，“目标”拓展
为网络数据，如果敌方发现不了这些网
络数据，就无法对其实施侦听、监视、干
扰，那么我方将掌握信息化战争的主动
权，并最后赢得战争。

怎么不被对方发现？

简单来讲，发现就是认清“形”
“势”。“形”指实体，“势”指态势。以前
规避发现问题时，对“形”，也就是对实
体目标单元、武器装备考虑得多，比如
研制隐身飞机、传统意义上的隐蔽伪装
等。靠“形”来隐形有很大局限性，因为
随着侦察探测技术增强，隐形手段常常
失去效能，不得不继续研制新的隐形技
术。对陆军来说，从“形”上隐形尤其困
难，首先大规模集团军很难不被发现，
其次陆航直升机受技术本身制约，雷达
截面很高，无法隐形。如何做到让陆军
不被发现，使其隐形呢？笔者认为应该
从“势”入手。通过对目标的有效指挥
控制，实现“态势隐形”，让敌方发现不
了，锁定不了。
“态势隐形”，充分吸收了中国古代

道家“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
的哲学思想，利用“疏散配置”和“棋盘

布势”的方法来实现。“疏散配置”是使
战斗单元分散部署，尽可能利用战场环
境不同特点实现疏散，让敌难以发现、
难以展开。“棋盘布势”吸收了中国围棋
“布局造势、围而夺之”的精髓，像围棋
布子一样，与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态势，由传统的线式作战转变为
非线式作战。试想，在一平方公里的面
积上分散部署一个班的兵力，或者一个
连的炮兵疏散部署在几平方公里的范
围内，让敌难以发现，这样就从布势层
面实现了陆军的隐形。

如何形成有效打击力？

如果能够成功实现上述的隐形，对
方就难以发现，更难言打击。当然，隐
形并不是目的，隐形的目的是为了更强
有力地打。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目
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
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
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在上述“疏散配
置、棋盘布势”的隐形条件下，如何形成
有效打击力呢？

一般认为，“疏散配置”会使力量分
散，必然导致作战能力减弱。然而随着
科学技术发展，原本看似矛盾的两个方
面，也能密切地融合到一起。孙子讲，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
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如果能
让分散的兵力有效聚合为“形散而神
聚”的新型力量，就能把看不见的陆军
变成拥有有效打击力的陆军。我们把
同时具备“态势隐形”和“超强有效打击
力”属性的新型陆军称为隐形陆军。

笔者认为，发展“单兵智能化地
空一体作战系统”是实现隐形陆军的
核心手段。在战场环境下，单兵是最基
本的“目标”单元，因此“散”不过单兵。
单兵同时也是最主要的作战单元，其作
战能力至关重要。“单兵智能化地空一
体作战系统”，就是充分运用现代科技
手段，使传统单兵的作战方式发生根本
改变，进而使其作战能力发生质的变
化。此时的“单兵”，已不是传统意义上
的单兵，而是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武
器装备高度配备的单兵，不但具有超强
的个人作战能力，而且拥有全时态势感
知、网络数据通信、指控智能无人作战

平台的能力。试想，如果把智能单兵的
“拳头、眼睛、耳朵”升到天上，对敌实施
超视距、全方位空中突袭，使其作战维
度从传统的二维平面延伸到三维立体
空间，甚至延伸到四维信息网络空间，
其作战能力必然产生质的变化。把战场
中的各个分散的“目标”单元，比如
智能单兵、无人作战平台、指挥控制
中心、后勤保障基地等“形散”的战
场要素“神聚”起来的主要技术手段
是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根
据战场环境变化对火力打击能力进行
最佳优化配比，实现快速高效聚合，
使打击成效最大化。

隐形陆军是一种可能方向

隐形陆军具有超强的机动灵活能
力，可以根据战场需要部署展开，“规模
可大可小、时间可长可短、位置可近可
远、身形可隐可现”。隐形陆军能“使部
队保有最大可能的机动性和活力，使他
们能够连续地使用在不同的重点上，并
且用优势的兵力把敌军各个击破”。隐
形陆军具备突发攻击能力，“非常成功
的出敌不意会使敌人陷于混乱和丧失
勇气，从而会成倍地扩大胜利”。隐形
陆军符合“以我之集中，歼灭敌之分散，
以我之分散，袭击敌之集中”的军事原
则，在战场中执行攻击、防御、侦察、破
袭、斩首、干扰等任务，达成传统陆军难
以取得的效果。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很多以前存在
纸面上的想像已经变为现实。隐形陆
军概念如果放在二十年前或十几年前，
可能是纸上谈兵。而如今，科技进步远
超预期，即使以当前的科技能力，隐形
陆军经过努力也是可以实现的。

陆军改革时不我待，建设一支现代
化新型陆军任重道远。未来战争将伴
随军事科技装备的变化而发展。只有
紧抓科技进步脉搏并积极应对才能跟
上时代的步伐。“胜利向那些能预见战
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向那些等
待变化发生后才去适应的人微笑。”如
果隐形陆军能够与现代陆军紧密结合，
在陆军改革的道路上共同成长，相信隐
形陆军一定能够助力未来陆军，实现能
力倍增、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

隐形陆军可成为未来发展方向
——对建设现代化新型陆军的探索思考

■远山云 戴 岳

作为地面战争的主要参与者，陆军在历史长河中反复验证了“科技推
动武器更新，武器促进战法改革，战法对科技提出新的需求”的循环往复、
交替变化的辩证关系。在高新技术快速演进的今天，陆军虽经改革，具备
了强大的机械化及部分信息化作战能力，但在一些局部战争中的重要性
却日益弱化，渐成配角。本文认为，只要跟得上科技发展步伐，探索出与
科技水平相适应的作战方法，未来陆军仍将是打赢战争的主角。文章尝
试从科技与改革的辨证关系入手，以战争核心要素为出发点，运用哲学思
辨，探讨研究陆军改革的问题，希望引发大家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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