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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分
析了美国空军正在研发的“先进作战管
理系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
议。美国空军承担着“全域战”指挥与
控制项目的试点任务，“先进作战管理
系统”旨在将陆、海、空、天、网等领域的
传感器与各军种作战人员连接，以提供
“全领域”威胁的实时作战情况，实施全
域指挥控制。

今年2月，美军参联会副主席约翰·海
顿公开表示“全域战”将是美军未来的
主要作战样式。4月 6日，美国国会研
究服务处发布《国防能力：联合全域指
挥与控制》报告，对“联合全域指挥与控
制”概念相关的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

这些动作表明，美军围绕“全域战”
的试验与研讨已经进入紧锣密鼓的实
施阶段。

缘起：“跨域协同”思

想的持续发展

根据海顿的说法，“全域战”的概念
意味着，未来美军的联合部队将深度融
合各类作战能力，使其能够在陆、海、
空、天、网等“全领域”展开新型协同行
动，以此与“大国竞争”对手进行各种烈
度的较量。

其实，美军在数年前就认为，随着
军事技术的持续扩散，各作战领域将逐
步融合，未来战场环境会呈现出前所未
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些“实力相
当的对手”，将凭借强大的态势感知和
精确打击能力，在传统作战空间及网
络、太空和电磁频谱等美军依赖的关键
领域，同时向美国发难，以非对称方式
来限制联合部队的行动自由，削弱其海
空优势。

为此，美军在 2012年出台的《联合
作战介入概念 1.0》中首次提出了“跨
域协同”思想，强调要通过协调不同领
域间的行动，实现能力互补和效果互
用，在更深层面增强各作战力量的整
体合力。

其后，这一思想得到持续发展和推
广。在美国陆军协会 2016年举行的年
会上，时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克、陆
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司令帕金斯等高
官力推“多域战”作战概念，美陆军也相
继推出了《多域战：21世纪的合成兵种》
《多域战：21 世 纪 合成兵种的演变
2015-2040》和《美国陆军多域战 2028》
等权威出版物。

根据相关的文件，“多域战”要求打
破领域和军种的界限，力量要素深度融
合并具有灵活性、弹性和敏捷性，其能
力从传统领域拓展到网络空间、电磁频
谱等其他作战领域，通过协同行动赢得
优势窗口、控制关键节点，从而夺取、保
持和利用主动权，最终在物理上和认知
上战胜敌人。
“多域战”概念提出后，得到了美国

防部、参联会和各战区司令部的高度认
可与支持。目前，这一概念已经写入美
军联合作战纲要和陆军“野战手册”，美
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也陆续将之纳
入作战条令或应用于演习中。

2019年下半年，在“多域战”的基础
上，“全域战”的作战概念得以萌发，目
前概念文件仍在拟制推定中，可能在今
年年底前由美军联合参谋部提交美国
国防部。从作战理论发展的角度看，
“全域战”这一概念，本质上是对“跨域
协同”思想和“多域战”等作战理论的继
承、延续和升级。而从更宽广的视野来
看，“全域战”和“多域战”一样，都是美
军为了适应美国国防战略重心从反恐
到“大国竞争”的转移提出的作战概念。

现状：已投入大量资源

“全域战”作战概念的开发，受到了
美国国防部和参联会的高度重视，并为
之投入了大量资源。

发展关键技术。海顿强调，在“全
域战”概念中网络空间和太空两个作战
域较为特殊，应予以重点关注。根据有
关数据，美军 95%的侦察情报、90%的军
事通信、100%的导航定位和 100%的气
象信息均来自太空信息保障系统。美
国陆军指定了空间发展局设计多种型
号的天基传感器，几种正在研发的小型
近地卫星也将被用于收集信息资源，并
为地面战术单位提供定位、通信、导航
和授时等服务。在网空领域，实现全域
指挥与控制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通用
数据库，这些数据要能够在不同作战平
台间接收和传送，并将可视化的战场态
势图呈现在各级指挥官面前，再以分布
式任务指挥来调动部队，所有这些均要
依赖于网络的高速平稳运行。

破解指挥控制困局。去年 12月，美
国空军对正在研发的“先进战斗管理系
统”进行了首次测试。由于实现了作战
数据实时跨域流动，美国空军 F-22 战
机、海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和 F-
35战机、陆军的“海马斯”火箭炮和“哨
兵”雷达等不同系统间顺利共享态势，

实现了不同军种主战装备的有机整
合。按照计划，美国空军将每 4个月对
该系统进行一次测试。同时，一种旨在
容纳所有传感器的“云共享”数据库也
投入测试。今年 3月，“联合全域作战”
和“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两个术语也首
次被写入空军条令。

组建试验部队。2017年 8月，美国
陆军选择以第 17野战炮兵旅为基础组
建了一支规模 1500多人的多域试验部
队，其中有相当数量的航天、网络、电磁
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该部队在
2018年的“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中
首次亮相且表现抢眼。2019年，美国陆
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布朗称赞其在“至少
10场演习或兵棋推演”中扭转了战局，
可以在未来抵消敌人的“反介入/区域
拒止”能力。美国陆军还于 2019年组建
了一个代号为“I2CEWS”的新型作战
营，将远程打击、空间作战、网络攻击和
电子干扰等力量元素统一整合，使之有
望击破复杂的分层防御系统。这两支
部队也将在“全域战”的试验中继续承
担重要角色。

未来：真正实现困难重重

虽然“全域战”作战概念正在得到
发展和验证，但距离真正的实践转化还
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技术瓶颈有待突破。未来作战中，
某一领域的优势很可能是局部和暂时
的，而且对相关支撑技术会提出很高要
求。在“全域战”概念中，保证不同军种
的能力在时空上集成是一个需要首先
解决的重大课题，单是整合各作战中心
就殊为不易，而更深层次上的、通过网
络空间的指挥控制系统来协调跨机构
行动更是难上加难。另外，在冲突或拒
止环境下，各种作战数据增长迅速，且
混有大量的冗余和虚假内容，从带宽容

量到真伪识别等都存在难以在短期内
解决的问题。其他关键技术挑战还有
态势共享、精准授时、网络和电磁对抗
等方面。

法规制度尚需完善。“全域战”的实
现既需要技术的突破，也需要配套的组
织结构、条令制度和决策流程。“全域
战”要构建可塑性强的部队，必须有灵
活匹配的指挥控制程序与之相适应，在
指挥权限和指挥关系等方面取得重大
变革，但目前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组
织架构仍然主要适应于以军种为主的
作战方式。此外，在装备采购方面，美
军各个军种通常也是各自为战，这也是
构建“全域战”作战力量需要克服的重
要障碍。

思想认识存在局限。“全域战”代
表一种作战概念的大融合，需要所有
人员进一步强化联合作战的思想，但
仍有不少人对于这种联合至关重要的
前提——无形的数据和通信，缺乏必
要的重视。在美军中，各军种以自我为
中心的思想观念和利益羁绊无法在短
时间内化解，军费有限的情况下，他们
一般会优先考虑本军种部队的建设而
非联合能力建设。从更宏观的维度看，
充满冷战思维的“全域战”概念是否有
不可调和的致命伤，在“大国竞争”中是
否会导致全面战争或核大战？如果类
似问题不能解决，那么“全域战”这个被
视为“开启未来的关键”，恐怕开启的只
会是结局难料的“潘多拉魔盒”。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

图①：2018年12月美国陆军公布
的“多域战”概念中有关联合部队能力

的示意图。

图②：美军研究报告中有关联合全
域作战行动构想的示意图。其中，“人

域”成为重点关注领域。

制图：李 健

充满冷战思维，未来结局难料—

美推动“全域战”应对“大国竞争”
■李孟远 郑大壮

4月 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
视讲话宣布，无论如何都将隆重庆祝卫
国战争胜利日，5月 9日将举行空中阅
兵。此前，俄罗斯曾宣布，因新冠疫情
影响，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胜利日阅兵
式以及俄其他城市的阅兵式都将推迟。

无论是此前推迟阅兵的艰难决定，
还是此次坚持举行空中阅兵，都折射出
胜利日阅兵的重要意义。无论在苏联
时代，还是在如今的俄罗斯，胜利日阅
兵都承载着俄罗斯民族的光荣与梦
想。苏联军民在战胜法西斯过程中表
现出的爱国热情、坚韧意志和英勇牺牲
精神，已成为俄罗斯人民心中永远的精
神丰碑。

隆重庆祝胜利日的传统源自苏联
时期。1945 年 5 月 8 日法西斯德国无
条件投降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将 5月 9 日确定为“伟大卫国战争胜
利纪念日”。鉴于当时苏军主力仍在
欧洲前线，在做了一个半月准备之
后，庆祝胜利的阅兵式才于 6月 24日
在红场隆重举行。苏联红军把缴获的
200 余面纳粹军旗置于列宁墓前，一
展赫赫军威，将阅兵式推向高潮。

二战结束后，因忙于国家重建，
加之红场上每年保持着“五一”国
际劳动节和十月革命两次纪念日阅
兵，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未举
行胜利日阅兵。直到 1965 年卫国战
争胜利 20 周年之际，苏联官方才正
式确定，以胜利日阅兵取代“五
一”国际劳动节阅兵。“胜利旗”
（插上法西斯德国国会大厦的苏军第
150 师军旗） 引导滚滚钢铁洪流的胜
利日阅兵，从此成为固定的活动，
一直延续到 1990年。

苏联解体后，考虑到胜利日阅兵
有助于俄罗斯重新凝聚民族精神、推
动国家复兴，俄国家杜马于 1995年卫
国战争胜利 50周年之际，通过有关永
久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的法令，规定
每年 5月 9 日为全民性节日，全国放
假。每年的这一天举行阅兵式的传
统，也由此固定下来。

这一年，刚恢复的胜利日阅兵并
未展示任何重型装备，还特意分成
两部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卫国
战争老兵纪念游行，以及在莫斯科
俯首山胜利广场举行的俄军现役官
兵检阅式。因抵制车臣战争，西方
各国政要只参加了前一场活动。由
于当时俄罗斯一直试图缓和与西方
国家的关系，一直到 2007 年，俄胜
利日阅兵式上都尽量淡化“火药
味”，只安排徒步方队参加，以免触
动西方国家的敏感神经。

2008年是转折之年。面对北约无
节制东扩和独联体国家接踵爆发“颜
色革命”的现实，国力回升的俄罗斯
在这年的胜利日阅兵上回归了“重型
装备上红场”的传统，也向西方发出
了“以斗争促缓和”的信号。

这一举措也收到了一定成效。
2010 年是俄卫国战争胜利 65 周年，
俄罗斯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全境同步
阅兵”活动，俄境内横跨 10 余个时
区的 18 个城市，统一在莫斯科时间
10 时开始阅兵式。20 多个国家的领
导人和一些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出席活
动，美国、英国、法国、波兰等北约
国家的军队也应邀亮相红场受阅。阅
兵结尾时，由 1200 人组成的多国混
合军乐团奏响《欢乐颂》和独联体国
家“没有边界的国歌”《胜利日》，成
为这次阅兵式上的经典一幕。

多年来，胜利日阅兵的规格都根
据年份而定。“逢五”“逢十”的“大
年”阅兵，俄常会邀请各大国政要首
脑，且参阅装备和军队规模一般会是
“小年”的两倍。

但是，这样的惯例在波诡云谲的
国际局势之中无法保持一成不变。
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
遭遇西方围堵，遂在这个原本属于

“小年”的胜利日举行了冷战后规模
空前的阅兵。刚加入俄联邦的塞瓦
斯托波尔与俄各大城市一同举行阅
兵式，驻守克里米亚半岛的一线部
队与其他装备方阵一并踏足红场，
69 架 战 机气势磅礴地飞越红场上
空，以示“会像先辈那样鼓起斗
志、绝不向外部压力低头”。

近年来，美西方愈发刻意淡化苏
联在消灭纳粹德国中的作用，波兰、
乌克兰等国甚至质疑卫国战争的正义
性，这使得胜利日阅兵已不只是俄凝
聚民族精神的平台，也成为其重新划
分“朋友圈”的试金石，乃至捍卫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争夺国际话语
权的角力场。

2015年，美、英、法、德等西方
大国首脑悉数缺席了卫国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但当年的胜利日阅兵规
模较 2014年更大，仅在红场受阅的官
兵就达 1.5万多人，包括“亚尔斯”洲
际导弹、T-14“阿玛塔”坦克、“台
风”装甲车在内的一众新锐装备也在
红场首次亮相，俄空军总司令邦达列
夫上将更是亲自驾驶图-160战略轰炸
机打头阵飞过红场。

此后几年，俄罗斯胜利日阅兵继
续保持较大规模。其中一大亮点是，
众多曾在叙利亚作战的将士和装备纷
纷亮相，在展示俄军事改革新成就的
同时，也传承着俄罗斯民族的光荣、
自豪与梦想。

胜
利
日
阅
兵
已
不
只
是
俄
凝
聚
民
族
精
神
的
平
台
，也
成
为
其
重
新
划
分
﹃
朋
友
圈
﹄
的
试
金
石
，

乃
至
捍
卫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
成
果
、争
夺
国
际
话
语
权
的
角
力
场—

—

俄
胜
利
日
阅
兵
的
﹃
前
世
今
生
﹄

■
海

镜

从“多域战”到“全域战”的发展，背

后有着特定的逻辑和清晰的脉络。

先看看共同点。

首先，二者对于作战领域的界定

并无本质差别。在有关“多域战”的官

方文件中，“域”是指“作战环境中某一

组织与实施作战行动的活动领域”，通

常包括陆、海、空、天和网等五个作战

领域。负责“全域战”指挥与控制项目

试点的美国空军，于今年3月5日发布

了官方文件《空军条令注解 1-20：美

国空军在联合全域作战中的作用》，其

中对于“联合全域作战”的界定是，“为

获得优势并完成任务，联合部队在包

括陆、海、空、天、网外加电磁频谱的

‘全域’实施的经整体筹划并协同实施

的作战行动”。实际上，“多域战”界定

中的作战环境已经虑及“电磁频谱”这

一因素，“全域战”的有关表述，只是更

加强调了其在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中

的重要性。

其次，二者同属于作战概念的范

畴，在美军作战理论体系中均处于“构

想”和“条令”之间的过渡地位。“多域

战”与“全域战”都是根据联合和军种作

战构想开发的关于未来战争和作战的

前沿理论，主要围绕未来中长期安全挑

战与威胁，针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与建设

而提出的理性思考，目的是预测战争、

设计战争，并为准备和应对战争提供咨

询建议和理论支撑。

最后，“多域战”和“全域战”均是

基于对现有美军联合作战样式的深刻

反思。美军认为，过去 30年以来，美

军专注于全球反恐战争，早已习惯对

于空域、海域、网域的绝对制权和行动

自由，整个一代士兵、指挥官和参谋人

员的思维模式，都束缚于这种“有限领

域对抗、低强度、不对称”的特殊作战

样式之中。“多域战”和“全域战”则以

“实力对等大国”为假想敌，聚焦“如何

破解敌日益强劲的‘反介入/区域拒

止’挑战，维持联合部队的行动自由”

这一核心问题，提出相应的军种和联

合方案。

“全域战”和“多域战”虽然只有一

字之差，但消除了概念研讨时“多域”到

底有多少的争论，也折射出美军的军种

作战概念逐步向联合概念升级演进的

过程。两者在一些具体方面还是存在

本质不同的。

开发主体不同。“多域战”由美国陆

军提出，前期具体开发工作由美陆军训

练与条令司令部负责，目前已正式颁布

《多域战：21世纪合成兵种的演变

2015-2040》等3份官方文件，后续概念

的相关开发工作则交由新成立的陆军

未来司令部负责。相应的特遣实验部

队，也是以第17野战炮兵旅、第41野战

炮兵旅等陆军单位为主体。而“全域

战”的开发则受到美国国防部高度重

视，参联会和联合参谋部统筹相关研发

论证工作，参与研讨和实验的部队已经

拓展到各个军种，相关的开发工作将会

更加全面、深入、细致。

概念层次相异。“多域战”属于战役

级作战概念，除提出“多域战”这一全新

的作战样式外，关注的重点在于陆军作

为联合部队的一部分，如何在未来大国

竞争的作战环境中，利用可靠前沿基地

和丰富的战场信息，以及自身的跨域感

知、目标识别和打击能力，协同和融合

联合作战力量，参与、支援乃至控制其

他作战域。相比之下，“全域战”则可能

会上升至战略级别概念的高度，其关注

的重点是如何引领陆军、海军、空军、海

军陆战队、国民警卫队以及新近成立的

太空军等六大军种的战训转型，通过

“跨域协同”将现有的联合作战推向更

低、更快和更细致的层次，以应对未来

20至30年内可能出现的大规模、高强

度、高技术“高端常规战争”。

概念性质有别。“多域战”是一项具

有联合特质的军种作战概念，它继承并

发展了美军“跨域协同”的最新作战思

想，最先由陆军提出，目前正积极发展

并全面引领美陆军部队的作战和训练

工作。“全域战”的研讨已上升到联合概

念层面，未来的官方文件也将会以联合

作战概念的形式由参联会颁发。

美军的“多域战”与“全域战”虽然有着前后继承的关系，但绝非“新瓶装旧酒”—

一字之差大不同
■文 予

军眼聚焦

2019年5月9日，为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4周年，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

盛大阅兵式。图为T-72B3坦克通过红场，接受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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