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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作战指导理念来自于对作战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用以
驾驭作战全局、指导作战行动。人们通常讲的“统一作战
思想”，实质上就是自觉运用作战指导理念，结合作战实
际，形成对战役战斗的指导方针。新时代作战指导理念创
新首先应是一场思想革命，需要用科学方法论的理论之
光，点亮作战指导理念创新的思想火炬，照亮作战实践创
新的奋斗征程。

引

言

来一场作战指导理

念创新的方法论革命

新时代坚持思想引领，就是用习近平
强军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军事战略思想，
作为创新中国特色作战指导理念的根
本遵循。运用习近平军事战略思想引
领作战指导理念创新，关键在于深刻理
解习近平军事战略思想中蕴含的立场、
观点、方法，来一场作战指导理念创新
的方法论革命。

运用大时代观认识和把握作战指

导理念。站在时代进步的大背景下，观
察和认识战争变化的历史逻辑，有助于
认清战争发展的大趋势，从而更好地把
握作战指导的时代特征。机械化战争
时代，制海权、制空权、制陆权主宰战
场；信息化战争时代，制信息权、制认知
权、制智能权将主宰战场。面对未来战
争，谁拥有信息优势，谁就能握有作战
胜势；谁具有智能制权，谁就能控制战
场；谁控制了作战对手的认知领域，谁
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运用大系统观认识和把握作战指

导理念。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系统观
和现代系统论相结合的方法，从系统整
体的多维视角观察战争发展规律，论证
战争的整体相关性和内在有机性。运
用系统思维方法去指导作战，应从整体
上去认知，把握作战体系的总体大于系
统之和的机理；应从系统结构上去认
知，把握结构决定作战功能、影响作战

行为的特征；应从联系上去认知，把握
作战系统中的要素连接是通过信息流
去实现的机理；应从发展上去认知，把
握作战中的许多变化呈现出非线性和
不确定性的特征。

运用大变革观认识和把握作战指

导理念。应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防止战
争观落后，认真研究战争的本质属性和
时代特征，探求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
用新观念引领作战指导新变革；防止作
战方法出现代差，认真研究信息化战争
制胜招法，用新方法推动作战方式新变
革；防止技术偷袭，认真研究信息时代
前沿技术，用新技术催生战略战术新变
革。

深刻洞悉作战指导

理念的时代之变

联合作战时空观发生重大变化。

一切战争行动，无不在一定的时间和空
间进行，时空观是战争指导的基本观
点。以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战争，时
空特性发生重大变化，多维战场空间融
为一体，战略、战役、战术行动界限趋于
模糊，时间要素不断升值，战争进入发
现即摧毁的“秒杀”时代。信息时代，电
子信息以光速在作战系统内部沿着
OODA闭环自动循环，这是推动作战指
导理念创新的强大动力。联合作战由
三维空间争夺向多维空间争夺拓展，由
大规模连续作战向瞬间致命打击拓展，
夺取时空制权贯穿全域作战始终，时空

特性升值成为战争发展趋势，联合作战
的时空观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更加注重瞬间攻击和首战制

胜。在数字化战场上，发现即摧毁成为
一招制敌的有效战法；随着智能化技术
的不断发展，为瞬间攻击开辟了新的领
域和战法。瞬间攻击的精准度和时效性
有了新的提高，识别定位、跟踪引导和效
果评估的能力更强；瞬间攻击的手段和
领域有了新的拓展，硬摧毁的实力更强，
软杀伤的手段更多，已从打击实体目标
向攻击网络电磁目标扩展；瞬间攻击的
效果和目的有了新的要求，要从战略层
面谋划瞬间攻击行动，统筹考虑战术行
动、战役目标和战略目的，力求运用瞬间
攻击达成首战制胜效果。其次，更加注
重加快作战节奏和速决制胜。信息化战
争，以快吃慢、速决制胜成为重要特征。
在武装力量生死搏斗的战场上，加快作
战节奏、实现速决制胜需要物质基础和
指挥艺术的完美结合。依托智能化技术
和指挥信息系统，可以开辟三个快车道：
战争态势快车道，将实时态势直接传给
各作战要素和作战单元；临机决策快车
道，根据战场情况变化，及时重组快速决
策环境，果断调整指挥关系，力求先变于
敌，掌握战场主动；自主协同快车道，根
据作战需求，构建随机条件下的自主协
同环境，提高临机协同的可靠性和时效
性。再次，更加注重争夺时空制权。一
方面，注重时空基准攻防斗争，坚持软硬
结合、攻防兼备，确保我方时空基准安全
稳定运行，为联合作战提供精准可靠的
时空基准保障；另一方面，注重时空优势
反复争夺，既要把信息优势快速转化为
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又要善于推动时
间换取空间和空间换取时间的灵活转
换，始终掌握局部时空制权。

联合作战毁伤观发生重大变化。

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战争的基本原
则。无论战争的历史条件发生什么变
化，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不会改变，但
作战毁伤机理、毁伤手段和毁伤效果将
发生新的重大变化。联合作战由概略
毁伤作战向精确控制作战拓展，由硬杀
伤为主向软杀伤拓展，控制信息的能力
比运用火力和速度更为重要，联合作战

的毁伤观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更加注重精确作战。从精确

打击到精确作战是一个历史性进步，精
确作战不仅要在战术层面考虑精准打击
目标，更要在战略层面考虑如何实施精
准的联合作战。应注重依托网络信息体
系，构建三个联合作业环境：一是联合数
据作业环境，打通各作战要素、作战单元
的数据共享通道，以精准实时的作战数
据支撑联合作战；二是联合筹划作业环
境，实现联合作战部队在同一个网络信
息环境中同步筹划作战，以精准高效的
作战筹划支撑联合作战；三是联合控制
作业环境，提高战时自调节、自重组能
力，以精准顺畅的作战控制支撑联合作
战。其次，更加注重有限控制作战。信
息化战争中，实现有限控制越来越重
要。为此，应注重建立作战任务清单，明
确规定什么时机打、谁来打、打到什么效
果，使作战部队更精准地理解作战意图
和作战终止状态；建立打击目标清单，明
确规定打什么目标、用什么手段打、打到
什么程度，使作战部队更精准地理解打
击方式和打击要求；建立作战限制清单，
明确规定禁止性限制和约束性限制的事
项和要求，使作战部队更精准地理解作
战法规政策和战场纪律。再次，更加注
重作战风险评估。战争是一个充满危险
的领域，风险始终存在。评估风险实质
上是对作战得失的科学评价，从评估中
寻求风险和利益的平衡点，力求使作战
有利因素超过潜在代价。注重科学评
估，建立评估模型，运用模拟推演方式，
制订风险等级评估表，在此基础上提出
应对策略和防范措施，力求以小的代价
换取大的胜利。

联合作战胜负观发生重大变化。战
争胜负观是由战争目的决定的。自古以
来，使用暴力手段彻底打败敌人，剥夺其
抵抗意志，是战争的基本目的。随着人
类社会文明进步和科技手段发展，如何
使用暴力、如何打败敌人、如何赢得胜利
有了新的更高要求。联合作战由物理域
向信息域、认知域拓展，由争夺空间、消
灭有生力量为主向争取民心、稳定社会
秩序拓展，总体战成为基本战争形态，跨
域自主作战成为联合制胜的主要途径，

联合作战的胜负观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更加注重自主作战、联合制

胜。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联合作战是力量
运用的高级阶段。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
演变和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联合作战走
过了从协同式联合作战、融入式联合作战
到一体化联合作战三个阶段。协同式联
合作战是以一个军种为主组织，其他军种
参加的联合作战，初步解决了力量聚合的
问题；融入式联合作战打破了军种体制，
成立了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实现了分域联
合、跨域联合到全域联合，从体制上解决
了力量聚合的问题；一体化联合作战依托
网络信息体系，实现了从计划协同、临机
协同到自主协同的跨越，作战力量各要素
之间的融合实现了无缝连接，联合制胜进
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次，更加注重跨
域作战、聚优制胜。战争是制权的竞争，
即时聚优作战是制权夺控的高级阶段。
从战争进入机械化时代，作战制权夺控
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从制海权、制陆权
到制空权的不断发展，战场控制权的争
夺始终在物理域围绕着三维空间展开；
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制信息权、制认知
权和制智能权的争夺处于核心地位，战
场控制权的争夺从三维空间拓展到太
空、网络和电磁领域，从物理域拓展到信
息域和认知域，即时聚优作战应运而
生。即时聚优作战，强调在作战具有决
定意义的时空点上，创造战机、跨域聚
能、夺控优势、闪电攻击，实现速战速决，
夺取战场制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再次，更加注重总体作战、攻心制胜。战
争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即攻心制胜。攻心制胜需要多种力量综
合运用，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特有优势，
构建军民一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攻
心制胜需要多种手段综合运用，充分发
挥信息加能量的优势，形成硬打击与软
杀伤一体、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并行发
力的联合作战新格局；攻心制胜需要多
种策略综合运用，充分发挥综合施策的
优势，把作战聚焦认知领域，把握作战对
手的地域特性、文化特性和指挥员的性
格特性、心理特性，力求从认知上控制对
手，从心理上战胜对手，牢牢把握战争主
动权。

点亮作战指导理念创新的思想火炬
■戚建国

观点争鸣

挑灯看剑

●远离战场的虚拟环境使作
战人员的安全感倍增，心理逐渐放
松，对于战争的敬畏感也随之淡化

战争与伦理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新的战争形态带来新的战争伦理，新的
战争伦理在新的时期催生新的内容，旧
的战争伦理也在新的时期被赋予新的
含义。在有限的智能化战争实践中，战
争样式的巨大改变引发了一系列战争
伦理问题。为了能够正确认识并处理
好智能化战争与伦理的关系，找到技术
与人良性互动的平衡点，需要对这些伦
理问题进行审视。

虚拟战场造成战争观认知迷茫。

数字化、虚拟化技术的发展，给人类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人与机器高度
融合，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相互交叉。
在虚拟世界里，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变成
了一个个字节、一行行代码，人们感受不
到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于生命的珍惜，
变得不惧危险、乐施暴力，对于杀戮和残
害越来越麻木。长时间置身于虚拟战
场，可能导致现实价值判断出现混乱，导
致道德缺失，战争观扭曲。

人类自身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杀戮
原本具有很强的排斥心理，但是这种抵
触心理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变
弱。心理学家根据概率统计的方法得
出结论，作战人员抵抗杀戮欲望的能力
与目标的物理距离成反比。智能化战
争与传统战争的最大区别是，战斗人员
可以通过对智能武器的操控远离战场，
而这个距离可以远到从地球的一边到
另一边。物理攻击的距离一旦超过人
类视距的范围，就会导致攻击的随意

性。远离战场的虚拟环境使作战人员
的安全感倍增，心理逐渐放松，对于战
争的敬畏感也随之淡化，甚至认为自己
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战斗之中。曾经参
与过无人机作战的美军军官这样描述，
“杀人者感受不到受害者的痛苦，操控
员在几千英里之外不可能听到受害者
的惨叫声或者真切感受到燃烧的躯
体”。

智能武器滥用诱发新型恐怖主

义。与传统武器相比，智能武器具有诸
多明显优势：对攻击目标的精准打击、定
点清除，降低了战争成本；以无人快速攻
击为主，避免造成冲突升级，缩短了战争
时间；自主寻的实施攻击，避免陷入外围
不必要的纠缠，控制了攻击范围。这些
变化导致发动战争的门槛降低，造成暴
力冲突频发，与战争伦理的诸原则相
悖。一方面，智能化无人武器带来的“零
伤亡”，让公众的视线不再聚焦战事本
身，直接降低了民众和舆论对于战争发
动的伦理谴责，从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战
争本质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不具备智
能化作战能力的一方，受到智能化无人
武器攻击时将毫无抵抗能力。无论人员
伤亡如何，都会因为这种束手无策而产
生更大的仇恨，这种仇恨往往会演变为
各种恐怖袭击式的报复。

当前，具备无人化、高机动性、强杀
伤力等特点的无人机已经成为恐怖分
子渴求的理想武器。首先，各种消费级
的无人机成本非常低，获得的渠道非常
多，通过简单改装就可以携带一定当量
的爆炸装置。有的恐怖组织甚至已经
拥有这么一支小型廉价的“空军”，可以
从空中实施恐怖袭击。其次，目前防范
恐怖袭击的措施很难应付这种基于无
人机的新型恐怖威胁。恐怖分子可以
实现远距离操作，动用多架无人机对同
一目标实施连续袭击，或者对多个目标

实施协同攻击。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潜
在的风险正在变为现实。

责任归属问题颠覆传统伦理规

则。责任归属可能是智能化战争中最受
诟病的伦理问题。只有准确区分出责任
者，对战争带来的灾难保持高度的敏感，
才会让人们反省战争、追求和平。如果最
终没有人对战争负责，那么战争就没有正
义性可言。美军近年实施的海外无人机
打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中有近三分之一是
平民，然而没有任何人对这些死去的平民
负责。究其原因，智能化战争可以用较小
代价获取较大利益，而这种非法利益的取
得并不受国际法的限制，法律上的空白造
成施暴者的逍遥法外，传统的制度规则和
伦理原则已经很难对其进行约束。

不同于传统战争可以追责到具体的
武器操作者身上，智能武器本身具有一
定自主识别判断的能力，设计的纰漏、程
序的缺陷、操作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智能
武器一时“短路”，责任就自然而然需要
设计者、生产者、管理者、使用者和监督
者共同承担。这种责任的转移，大大增
加了战后责任归属的难度。同时也会导
致另一个伦理困境——责任扩散。对于
责任扩散，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曾
这样描述：“责任感可以被分散开来，因
为分工而消失。大多数事业需要很多人
参与其中，每一项任务都被细分为多种
工作，导致大家感觉每种工作本身都是
无害的。”即使造成再严重的伦理后果，
一旦进行责任分摊，人的内心就不会有
太多的内疚感，这就严重削弱了人们对
于智能武器的客观理性认识。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任何技术的发展
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负面作用，伴随智能化
战争而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给人类带来
诸多困扰。如何让智能技术变成受人控
制、对人有益的技术，人类还需付出更多
探索。

关注智能化战争下的伦理黑洞
■吴佳熹 乔 朴

●探索未来的军事理论，重要
的不在于这个理论是否完善，逻辑
是否严密，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其逻
辑基点是否正确

所谓逻辑基点，泛指事物发展的基准

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众所周知，逻辑

推理实质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因而“出

发点”对于推断未来结果往往有决定意

义。如果“出发点”错了，走得越远，就越

可能南辕北辙。诚如著名管理学家彼得·

德鲁克所言，管理者最大的危险就是在错

误的问题上，作出正确的决定。从这个意

义上讲，探索未来的军事理论，重要的不

在于这个理论是否完善，逻辑是否严密，

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其逻辑基点是否正确。

从战争实践看，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场

环境，确立明晰的逻辑基点并不容易，决

策中出现逻辑基点迷失的例子并不少

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许多英国商船

在地中海因遭敌机袭击而损失惨重，为此

英军决定在商船上加装高射炮。但商船

上训练较差的炮手很难把敌机击落，而战

争期间到处都需要高射炮，所以有人建议

把它们移至岸上或舰艇上，以提高击落敌

机的概率。但另一些人竭力反对。争执

的焦点在于他们考虑的前提和基点不同，

前者把击落敌机的效果作为标准，后者则

以确保商船的生存率为标准。这种情况

下，造成意见的分歧在所难免。如果双方

都认识到，在商船上加装高射炮的目的不

是为了击落敌机，而是保护商船，因为海

上物资运输关系到英军在地中海地区整

个战局能否顺利推进，对战略全局有重大

影响。那么这种争论也就不存在了。后

来证明，加装高射炮的商船在遭敌袭击时

只有10%被击沉，而未装高射炮的商船被

击沉率达25%。

军事家马汉说过：“如果战略错了，

那么将军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士兵的

勇敢、辉煌的胜利，都将失去它们的作

用，尽管在战略正确的情况下它们能起

决定性的作用。”此言不虚。历史经验表

明，相比于战役战术，战略上逻辑基点的

迷失往往更致命。二战初期，法军之所

以完败于德军，追根溯源就在于他们把

整个防御体系建立在堑壕、铁丝网和火

力碉堡等过时的基点上。因此，无论法

国人如何努力完善这个防御体系，都不

能摆脱失败的命运。相反，德国人的“闪

击战”理论尽管在当时并不十分完善，然

而由于是建立在坦克、飞机等新生力量

构成的逻辑基点之上，因而展现出强大

的冲击力。

哥德尔定理告诉我们，任何形式逻

辑的公理系统，如果长期不改变前提，总

是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探索，由于解决

问题的手段有限，最终可能导致墨守成

规而进入思维怪圈。当今时代，战争面

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智能化战争大幕

将启。新的战争呼唤新的逻辑基点、理

论支点。就现实而言，如果我们的理论

思维还停留在过去的基点上，醉心于昨

天的胜利而不能自拔，面对别人早已开

启的云计算，我们还津津乐道于拨弄算

盘珠子；别人已把智能化作战理念运用

到实践，我们还未跳出机械化思维的窠

臼，又如何制胜未来战场。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站在打赢未来战争的新起点上，欲

使军事理论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催生

出强大的战斗力，首先应把逻辑基点搞

清楚、弄明白。因为，它才是决定军事理

论将来管不管用、好不好用的源头活水。

把
逻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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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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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西
成

战争迷雾是客观存在的，无论科

技如何先进发达，战争永远不可能实

现完全透明。指挥员只有具备见微知

著的本领，才能吹散层层迷雾，掌握战

争主动权。

见微知著，应善于把握微中所蕴

含的著。猎人追杀野兽，往往是跟踪

野兽的足迹。在这里，足迹是微小的

存在，但足迹说明野兽曾经到过此地，

追踪足迹就可能追踪到野兽。战争中

也是如此，发现敌人的蛛丝马迹，就要

善于根据已有的情况判断敌情之变。

孙子在《行军篇》论述了行军宿营中如

何观察和判断敌情，罗列了根据敌军

表现判断其真实情况的具体方法。譬

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

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等。善于把握微中所蕴含的著，需要

丰富的实战经验、系统的理论归纳和

不断的实践检验。只有深入了解敌

人，透彻地研究敌情，才能真正做到料

敌如神。重视微，研究微，认知微，凭

借细微的情况和细小的变化判断出敌

人的真实情况和真正意图，是夺取作

战主动权的诀窍。

见微知著，应善于把握微中所隐藏

的著。大海航行中遇到冰山，经验丰富

的船长们知道自由漂浮的冰山约有

90%的体积藏在海水表面下，对露出一

个小角的冰山给予足够重视。战争中

许多情况若明若暗，看见的往往是真实

情况的一部分，更多的部分则隐藏在

现象背后。战争中，我们力求采取各种

手段侦察敌人的行动，判明敌方的意

图，但由于侦察手段有限，或者敌方保

密工作做得好，不一定能得到有价值的

线索。只有见微知著，善于从微中及时

发现隐藏的著，才能战胜敌人。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法德战场上著名的“波

斯猫事件”就是见微知著的典型例子。

看见微，要善于推理出它所隐藏的著，

要善于做由小到大、由表及里、由此及

彼的逻辑判断和推理。

见微知著，应善于把握微中可能

发展的著。很多事物开始时以很小的

力量存在，如果不引起足够重视，经过

一段时间的发展，就容易迅速变化，以

至于强大到难以战胜。在军事上，应

善于一叶知秋，准确把握事物的发展

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与

苏联在远东地区发动诺门罕战役，这

场战争看似不起眼实则影响深远。苏

联集中精锐兵力，取得了战场胜利，使

日本看到苏军的实力，一定程度上促

使日本把北上战略转为南下战略。正

是由于苏联察知日军意图，将其及时

扼杀于萌芽状态，才赢得了宝贵的战

略机遇。如果这一仗失败，必然助长

日军侵略野心，使苏联在二战中的局

势更加复杂险恶。微刚开始可能表现

不显著或者作用不明显，应善于用发

展的眼光，深入研究军事和战争领域

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把握它的发展规

律，做到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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