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代表之一，人工智能是当今科技领
域最前沿的课题。AlphaGo Zero 通过自我学习碾压“AI前辈”Al-
phaGo、百度无人汽车上路、苹果手机开启新的刷脸认证方式……近
年来，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显示其技术巨大的驱动力。

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步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目前
发展如何？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能发挥什么作用？未来应如何发展
人工智能使其更好服务国防领域？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防
科技大学研究员朱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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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军事领域涌现出各种人工智能相
关作战概念和装备技术项目，但朱启
超认为，目前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与应
用还处于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应
忽视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局限性。
“首先，人工智能并不能取代人类

智能。人工智能在解决可编程范围外
的战争问题时，需要人类的理性分析
能力、灵活应变能力、道德分辨能力
等，因此，要在遵循战争制胜机理的

前提下进行人工智能研究。”他分析
道。

朱启超进一步说明，长期来看，
还需要警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安
全、法律、伦理等诸多问题。

安全方面，军事对抗环境下，人
工智能系统或武器装备一旦被对手通
过恶意代码、病毒植入、指令篡改等
手段攻击，将带来战术失利甚至灾难
性后果；人为错误、机器故障、环境
扰动等因素也可能使得系统失去战斗

效力。
法律方面，国际武装冲突法中的

核心原则——必要性、区别性、相称
性和人道性都将面临如何适用和调整
的问题。比如，战场机器人无法区分
军人与平民而造成滥杀无辜给区别性
原则构成挑战。

伦理方面，由于智能化评估决策
技术、无人机、机器人等的应用，人
类奉为最高价值的生命和尊严可能受
到漠视甚至践踏，而战争的指挥者却

远离战场享受战争胜利的果实，战争
或将成为搬上战场的“电子游戏”，这
将冲击人类的道德底线。是否应该将
人类的道德标准嵌入日益智能化的机
器、嵌入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以及如何
嵌入？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广泛
研究和探讨。

针对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运用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法律、伦理等
问题，朱启超建议，应加强社会安全
监督管控，形成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
社会治理模式；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
际军备控制讨论与谈判，为应对人工
智能带来的安全、法律与伦理问题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牢固确立人
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的思想，实现对
人工智能的安全有效控制，让其为人
类的和平福祉服务，而不是使人工智
能成为“恶魔的帮凶”。

警惕人工智能成为“战争毒药”—

人类是人机关系主导者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作战理论变革、

武器装备智能化发展带来重大机遇，成

为当前国防科技竞争中最前沿的领域。

恩格斯曾言，尖端科技的应用最早

是从军事领域开始。当新科技显著提升

军事作战能力时，便促成新军事变革的

发生。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与脑类芯片

等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经历了

弈棋、遗传工程、资源勘探等初级应用阶

段后，正加速向军事领域挺进。有人甚

至预言，继火药和核武器之后，人工智能

将引领军事技术领域的第三次革命。

与传统的武器相比，人工智能武器

除了具有全方位、全天候的作战能力优

势外，还具有较强的战场生存能力和较

低的使用成本。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

应用，必将对军队的编成、武器装备、作

战理念产生重大影响，从根本上改变未

来战争的方式。

“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下好先

手棋，打好主动仗。”科学技术在历次军

事变革中起到源发性、支撑性作用，谁

对新技术有敏感性并率先实现突破，谁

就能掌握新的战争规则、控制打赢未来

战争的制高点。我国近年来紧贴新军

事变革要求，在无人机制造、智能作战

指挥系统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亦应

看到，我国军事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在基

础理论与材料、核心算法、元器件等方

面尚有待突破，相关基础设施、人才储

备、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亟待完善。必

须紧跟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加快做好技

术创新的战略性布局，科学应对战争形

态可能出现的演变，助推国防实力的提

升。

习主席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

时强调，要密切关注世界军事科技和武

器装备发展动向，努力抢占科技创新战

略制高点。将人工智能运用于提升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既是机遇又有

挑战。必须牢固树立科技兴军思想、搞

好战略统筹，夯实人工智能发展的科研

基础，重点突破制约国防实力提升的关

键技术难题，加快军队武器装备、指挥系

统与作战方式的智能化步伐。要完善人

工智能军民融合制度体系的构建，将智

能产业与现有军工资源整合用活，敏锐

洞察新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军事应用前

景，捕捉国防实力提升的潜在增长点。

要逐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装备在军队

的普及与运用，引导官兵解绑传统作战

思维，把握识别人工智能战争属性。

当前，国际竞争形势错综复杂，不确

定因素所致的安全隐患陡增。军队必须

拥有与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担

当相匹配的军事能力。这要求我军把准

尖端科技研发脉络，抓住人工智能快速

发展契机，准确把握智能化向军事领域

深度扩散渗透的趋势，从而有效应对未

来战争形态变革中的各种风险挑战，推

动国防建设跨越式发展，为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为和平与发

展这一全人类共同愿望的实现贡献力

量。

（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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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蜂群由若干配备多种任务载荷的低成本小型无人机组成，它们参照蜜蜂等昆虫的

集体行动模式，在人类指挥或监管下共同完成特定作战任务。

�优势：作战时无人机蜂群可专业化分工，因此能执行多种任务；每架无人机功能相对单一，
可大幅降低研发和采购成本；无人机蜂群可增加战场传感器和攻击武器数量，使军队在局部战场

拥有空中装备数量优势；大量无人机可瘫痪敌人防空雷达，消耗敌人有限数量的高成本防空弹药。

�局限：由于无人机蜂群对协同和自主的要求更高，需要建立管理大规模蜂群的全新指挥
控制模式，因此面临攻克协同作战算法、集群个体间通信、远程指挥控制等关键技术的挑战。

未来，无人机蜂群将牵引未来空中作战装备呈现出机体廉价化、平台自主化、载荷小型化

等特点，可能对未来航空装备体系的发展思路产生变革性影响。

无人潜航器，也可称为无人水下航行器和无人水下运载器等，是没有人驾驶、靠遥控或自

动控制在水下航行的器具。随着无人潜航器及相关技术的发展，无人潜航器已经被用于执行

扫雷、侦察、情报搜集及海洋探测等任务，在未来海战中还可作为水下武器平台、后勤支持平台

等装备使用。

�优势：与潜艇相比，无人潜航器是无人作战平台，因此可以大大降低战争的伤亡；体形
小，加上其他隐身高科技的应用使其隐身性能高于潜艇；多功能，多用途。

�局限：续航性差限制无人潜航器使用范围；所用锂电池存在易着火等技术缺陷；目前导
航功能尚需完善。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水下无人潜航器必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并将改变未

来海洋作战的具体模式。

军用战斗机器人作为战场上的一支新兴力量，是配合人类士兵作战的角色。按照军用机

器人作战领域不同主要分为水下军用机器人、地面军用机器人、空中军用机器人和空间军用机

器人等。

�优势：战斗机器人在执行低烈度作战和危险任务时可以大大减轻人类士兵的负担和伤
亡。此外，其还具有较高智能、全方位作战能力、较强战场生存能力、绝对服从命令等优势。

�局限：战斗机器人不具备复杂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如今战斗机器人的智能化和环境适应
能力还未达到单独作战程度，很大程度依赖于人类士兵的操作和指挥。

从长远来看，随着智能化牵引机械化和信息化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发展，战斗机器人发

展潜力巨大，其智能化程度将更高、武器平台将更复杂、环境适应和生存能力也将更强，能够参

与的战争模式也将多种多样。

美军无人潜航器

俄罗斯“阿尔戈”战斗机器人

美军无人机蜂群作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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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局势来看，世界各国尤其
是军事强国都在抢先布局人工智能，
美、俄等国家政府部门均发布了人工智
能相关战略或规划，彰显国家层面对人
工智能的高度重视。”朱启超表示。

资料显示，俄罗斯始于 2008 年的
“新面貌改革”将人工智能作为重点投资
领域。此外，俄罗斯还发布《2025年前发
展军事科学综合体构想》，强调人工智能
系统将成为决定未来战争成败的关键要

素。欧盟在2013年提出为期10年的“人
脑计划”，拟斥资 12亿欧元进行人类大
脑研究。2016 年 10 月，美国白宫发布
《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规划》，
构建美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实施框架。

在朱启超看来，不少国家都在推进
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发展运用，从最
初的无人机到智能化信息处理系统、仿
生机器人等，人工智能逐步渗透到国防
和军队各个领域。

近年来，美国曾在阿富汗战争、伊拉
克战争中大量运用无人机和后勤作业机
器人。2014年以来，美军已将智能化无
人系统作为“第三次抵消战略”的颠覆性
技术领域给予重点投资。去年 4月，美
国国防部宣布成立算法战跨职能小组，
旨在将人工智能用于国防情报搜集和分
析领域。据报道，日前美国国防部正式
下令建立一个新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整合国防部所有的人工智能相关工作。

其他国家也在这个领域加快步伐，
推动军队智能化建设。俄罗斯军事工
业委员会计划在 2025年之前实现俄军
装备 30%的机器人化，其军队轮式和履
带式地面作战机器人已经投入叙利亚
战场。韩国和以色列开发和使用具有
自动监视和自主决定开火能力的边境
巡逻机器，以色列已在其境内部署自主
性很高的“哈比”无人机，韩国国防部也
在近期表示将在 2020年之前投入 75亿
韩元用于推动人工智能在情报侦察、指
挥控制等领域的运用。
“可以预见，各类智能化无人系统

与作战平台将在地面、空中、水面、水
下、太空、网络空间以及人的认知空
间获得越来越多的应用，深刻改变着
未来战争人工智能的技术比重。”朱
启超说。

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新焦点—

军事强国纷纷抢滩部署

从历史发展趋势和未来战争需求
看，人工智能越来越成为推动新一轮军
事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未来战争需求也
越来越呼唤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新
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格雷戈里·艾伦在
其主笔的一份题为《人工智能与国家安
全》的报告中强调：“人工智能对国家安
全领域带来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而不
仅仅是与众不同的。世界各国政府将

会考虑制定非凡的政策，可能会像核武
器刚出现时一样彻底。”

纵观历史，世界历次军事变革经历
了从冷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机械化时
代到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历程，从冶炼技
术到火药技术、机械化技术、原子能技
术，再到信息技术，四次军事革命的发生
都贯穿着技术革命的核心作用。“人工智
能逐步走向战场，势必会引起武器装备、

作战样式、部队体制编制和战斗力生成
模式显著更新，进而引发一场深刻的军
事革命。”面对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发
展态势，朱启超表示。

在朱启超看来，人工智能的国防运
用需求非常广阔。当下，战争形态由机
械化、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型的趋势愈发
明显，夺取未来战争的胜利越来越取决
于军队的信息优势、智力资源和决策速

度。而人工智能在减少战场人员数量、
获取和分析情报信息、快速决策和反应
等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2016年，美国
辛辛那提大学研发的人工智能程序“阿
尔法”在模拟空战中击败了美军资深飞
行员，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军事革命的颠
覆性意义已初步显现。
“人工智能越来越成为推进国防和

军队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不断提升
国防领域的信息处理能力、指挥控制效
率、精确打击能力和精准管理保障能力。”
朱启超对人工智能提升国防领域智能化
运用非常期待，他表示，随着军民融合发
展战略的实施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大数
据技术、云计算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
在国防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推动
国防和军事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

人工智能运用于国防领域是大势所趋—

国防运用需求前景广阔

人工智能解锁智慧国防新领域
■中国国防报记者 潘 娣 通讯员 孙 清 高旭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