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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为将之道，必顺天、因
时、依人以立胜也。”任何形式和规
模的作战，都必须充分考量各种环
境条件，在作战时间运用上做足文
章，积极把握与创造有利的作战态
势，谋求最终的作战胜利。

时间是描述物质运动或事件发生
过程的一个参数。时间无私，在作战
中时间是敌我双方唯一共同的、均等
的资源；时间有价，各方对时间的掌控
方法和利用程度不同，将产生不同的
作战效能。

在时间的长短统筹中聚生作战力

量。作战时间的长短统筹是军事决
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指挥员应通过
对作战时间的长短统筹，积蓄作战力
量、改变战场态势、赢得作战主动。
一是早谋划，适度延长作战准备时
间。为了赢得作战的胜利，无论既有
力量的优与劣，指挥员都应适度地延
长作战准备时间，把各项准备工作做
全、做细、做实，以形成更加强大的优
势。二是观大势，灵活筹划作战实施
时间。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持久还是
速决，指挥员必须从国际、国内和战
场态势等方面进行全面考量，对作战
实施时间进行整体筹划、灵活调整。
既要防止不顾客观条件而片面地追
求速决，也要避免不作科学研判而被

动地拖延时间。三是善联合，科学优
化力量运用时间。在全域作战、全维
作战的任务背景下，要充分发挥各军
兵种力量的联合作战效能，必须要根
据不同的作战对手、不同的作战意
图、不同的作战目的和不同的战场环
境等，灵活确定各类作战力量的打击
方式和持续时间，准确把握力量运用
的“起跑线”“临界点”。既要重视设
计火力打击的“硬杀伤”时间，更要重
视筹划电磁战、网络战等“软杀伤”的
综合运用时间。

在时间的先后运用中创造作战态

势。“夫为将之道，必顺天、因时、依人
以立胜也。”任何形式和规模的作战，
都必须充分考量各种环境条件，在作
战时间运用上做足文章，积极把握与
创造有利的作战态势，谋求最终的作
战胜利。一是出敌不意，先机制敌。
为了占据作战的主动权，优秀的指挥
员通常根据敌情、我情和环境条件，在
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实施作战，
以便抢占先机、攻其不备。与此同时，
还要做到全面谋划、周密部署，不给对
手有可乘之机。二是捕捉良机，果断
出击。战场上充满着各种变量，有利
的战机往往稍纵即逝，过早或过晚都
可能错失良机，甚至导致作战的失
利。作战时机的把握，应该与国际国
内形势相匹配，与战略战役态势相协

调，与作战对手情况相适应，与战场环
境条件相结合，并综合权衡利弊得失、
预先研判变化趋向，努力在最为有利
的时间窗口果断行动。三是精控时
序，联合打击。时间协同是协调各类
作战行动的重要方式，是聚合各方作
战力量的重要途径。要搞好时间协
同，必须充分考虑不同作战力量的主
要任务、行动特点和武器装备性能，以
时间为基本参数，合理区分作战的阶
段时节，科学确定行动的先后顺序，精
确制定火力打击的时间节点，从而控
制各方行动的连续、衔接、叠加关系，
形成周密的作战协同方案，确保各类
作战力量精准、有序、互不干扰地投入
作战，形成一体化联合打击态势。

在时间的断续掌握中把握作战节

奏。作战节奏是指挥员根据总体形势
和战场态势对作战行动的打与停、快
与慢、攻与防等方面的调控活动。战
场上抑扬有致、张弛有序的节奏感，主
要通过指挥员对作战时间的断续掌控
来实现，是指挥员指挥能力和指挥艺
术的体现。一是基于政治考量，实施
打停结合。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
的最终目的是夺取政治上的胜利。因
此，在作战之前和作战过程中，应从政
治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周密计划什么
时候打、打什么、打到什么程度、什么
时候不打等问题，争取以最小的代价

瓦解敌人意志、挫败敌方意图、达成政
治军事目的。二是着眼作战需求，灵
活攻防转换。进攻与防御虽然是作战
的基本样式，但单纯的进攻或防御是
不存在的。任何一场战争、战役乃至
战斗，通常都是攻中有防、防中有攻，
都需要根据力量对比和作战需求，灵
活地实施攻防转换。只有善于抓住有
利时机，灵活地通过矛与盾、动与静之
间的反复较量和节奏控制，才能赢得
作战胜利。三是权衡战场态势，适时
组织休整。作战间隙是两场作战或某
一作战各阶段之间的停歇时间，主要
用于调整部署、补充物资、进行休整、
控制节奏，保证尔后作战行动的顺利
实施。何时停歇、停歇多久，一方面由
指挥员根据敌情、我情与战场态势等
综合确定，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敌我双
方的相互作用，既要积极掌控，又不能
一厢情愿。

在时间的分合协调中提升作战效

能。在有限的作战时间内，想方设法
地提高单位时间的作战效益，一直是
作战指挥的重要内容，是作战能力的
重要表现，是能打仗打胜仗的基本要
求。各级指挥员在组织指挥作战的过
程中，必须根据作战特点规律、战场基
本态势和实际情况条件等，加强对时
间的统筹利用，努力在时间的分合协
调中提升作战效能。一是多措并举知

敌。全面快速地获取战场信息，努力
地把敌方部署、行动和意图搞清楚，是
分析研究敌情、制定决心方案的重要
基础，是贯穿于作战全过程的一项重
要工作。面对日益复杂的战场态势，
要实现果断快速的指挥决策，必须改
变传统的等通报、抓舌头、搞侦察等分
项式信息获取方式，进一步建立健全
以多维空间、多种手段、多类情报为一
体的联合式战场信息感知系统，充分
利用声、光、电、磁等各类传感器获取
战场空间数据信息，形成可信度高、适
用性强、共享性好的战场情报产品，大
力增强“知敌”的时间效益。二是多维
同步制权。在新质力量主导的战争条
件下，为了获取体系对抗的主动与优
势，作战双方在制权与反制权方面的
行动将更加激烈，整体制权思想将更
加凸显。要真正夺取战场的制权，不
仅要根据敌情、我情和任务，充分利用
各种制权力量和措施，广泛开展制陆
权、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等“制实
权”，以及制信息权、制电磁权、制网络
权、制舆论权等“制虚权”行动，更要进
一步厘清各维度、各类别制权行动的
内在关联和作用机理，按照“多维一
体、软硬结合、虚实交融”的标准要求，
整体协调时间分合、空间叠加、方向互
补等制权关系，大力增强“制权”的时
间效益。三是多战重叠控势。一般情
况下，为集中优势力量歼敌，通常不在
同一时间内展开两场或两场以上作
战。但是，确定作战的时间与时长，有
时不能仅仅从某次作战的个体出发，
还必须充分考虑整体利益的需要。只
要作战力量足够、作战态势需要、作战
条件允许，指挥员就必须审时度势，果
断地在同一时间或部分重叠时间内组
织实施多场作战，以便从全局上谋取
更大的作战效益。

科学统筹作战中的时间资源
■刘建铭

军事领域是最具创新活力、最需创
新精神的领域。战争和作战研究在军
事理论创新中居于核心地位，必须紧紧
扭住战争和作战问题推进军事理论创
新，探索形成对智能化条件下的战争环
境、战争构想、作战样式的科学认知。

思维之变——

以“智胜”驱动创

新的立足点在哪里

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正进入到一个
“智能化生存”的时代。在军事领域，智
能化技术的发展在重塑战争面貌，特别
是强制性地推动作战理论的重构。实
现作战理论与智能技术的有机结合，是
一个把智能化技术要素融入思维框架，
为作战理论创新注入智能思维驱动力
的过程。

智能思维，是建立在对智能化技
术科学认知基础上的一种思维模式。
应当认识到，当下热议的智能概念已
被视为人脑与机器以新的结合方式催
生的新能量，并成为牵引时代变革的
新势能、推动实践发展的新动能、展
现科技力量的新效能，使智能概念从
内涵到外延被赋予了全新的价值和意
义。智能思维正是对智能新的价值和
意义的新认识，反映了智能时代对军
事思维的“科技重塑”，成为适应战争
形态演进的重要思维模式。一般说
来，任何创新都是主体内在思维创新
的外化结果。从作战理论创新来说，
确立以智能赢得制胜优势的作战理
念，探寻以智能释放作战效能的作战
方式，正是以智能思维驱动创新的集
中体现。

克劳塞维茨说，任何思维都是一
种能力。推进作战理论创新，必须立
足于提高对智能化技术的理解力、驾
驭力，打开智能思维通道。其实，技术
决定战术是从物质基础意义讲的，并
非有了新技术、新装备就自然有了新
战法。任何新战法的创立都离不开主
观见诸于客观的艰辛探索，都有赖于
对新技术的敏锐感知、透彻理解，再到
对其性能价值、作战效用的深入挖
掘。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颠覆性技术
的发展，最大的冲击是颠覆传统认知，
作战理论创新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摆脱固有思维定势、确立智能思
维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时速。思维理念
具有先导性，如果理念滞后就难免陷
入“新瓶装旧酒”的窘境；思维方式具
有支配性、操作性，如果思维方式陈旧
就难免犯“把卡宾枪当棍棒用”的低级
错误。只有以强烈的危机感、紧迫感
解决好“换脑”问题，用智能思维破除
认知盲区、力避思维短路，才能在作战

理论创新上赢得先知、优知、智知优
势。

模式之变——

以“智胜”撬动创

新的着力点在哪里

俄军在叙利亚军事行动中，首次使
用多款无人化战斗机器人，运用多种新
型电子战装备，进行了新的作战模式的
实战检验，被说成“未来作战样式的预
演”。适应智能时代作战形态的嬗变，
从人机的物理结合到智能融合，从操控
工具到创建模式，已成为作战理论创新
顺势而为的关键着力点。

应当看到，以智能化技术为重要标
志的高新技术的加速发展，为基于网络
信息系统的联合作战注入了新内涵，打
造以信息化作战为支点、以智能化作战
为重心的全新作战模式，既是联合作战
的新内核，也是作战理论创新的聚焦
点。设计未来作战，创新作战模式的基
本路径是，以“智”求“精”，运用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对作战流程进
行智能化升级改造，基于智能生成数据
链、畅通信息流，使精确作战能力获得新
跃升；以“智”求“快”，把作战筹划中大量
繁杂的人工操作变为智能运作，基于智
能辅助决策和作战指挥，使快速反应能
力增添新动能；以“智”求“新”，加快发展
人机协同智能作战、智能无人集群作战
等新型力量，基于智能催生新能力、新战
力，使新质作战能力变成新利器；以“智”
求“融”，把作战指挥和保障系统建成人
机交互的智能化作战平台，基于智能强
化作战力量和要素的融合度，使一体化
作战能力实现新聚合。“智战”方能赢得
“智胜”。打造具有自身特色、彰显特有
优势的智能化作战模式，无疑是作战设
计的主导方向、制胜未来的倚重砝码。

战场始终是创新作战模式的着力
点。人工智能核心关键技术的发展，必然
催生新的作战领域，而这有着特殊角逐方
式的新战场，已成为创新作战模式的新视
窗。关注网络战场，把握其虚拟隐蔽、信
息致盲、系统毁瘫、体系破击等特性，探索
网络智能攻防作战的新模式；关注太空战
场，把握其无接缝性、无边缘性和不确定

性高、制权依赖性大等特征，探索太空智
能破袭、突击、封锁作战的新模式；关注无
人战场，针对其全天候、全空间、全方位作
战且迅捷、精准、自主等特点，探索无人智
能作战的新模式；关注认知战场，针对其
瓦解心理、扰乱思维、瘫痪意志的软杀伤
特性，探索智能认知对抗的新模式。同
时，适应作战空间的互联性、融合性，探索
信火一体、空天一体、网电一体及跨域制
权、多域联动等智能化作战新模式，把作
战理论创新的触角伸向变革前沿，着力谋
求“智胜”未来的新对策和新方略。

平台之变——

以“智胜”助推创

新的支撑点在哪里

2016年，人工智能系统“阿尔法狗”
的面世，实现了智能机器人第一次战胜
人类职业高手的突破，现在新版“大师”
系统已经能够扮演实战陪练、复盘分析、
验证子效的智能化平台。从辅助手段到
智能平台，这对作战理论创新构建新的
技术支撑环境，颇有启示和“样本”意义。

作战理论研究在依托科技上，大体
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运用数学建模、概
率分析、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等方法手
段，摆脱偏重于经验判断、定性分析、谋
略思辨的传统模式；二是借助信息网络、
虚拟仿真、数据集成、兵棋推演等方式手
段，开辟破解评估量化难、对抗模拟难、
成果验证难的有效途径；现在进入到第
三个阶段，构建基于数据驱动、深度学
习、高度仿真、人机协同、自主操控等的
智能化实验平台，力求实现作战实验与
战争实践的“无缝隙”对接，甚至使作战
实验的复杂程度、难度指数超过实战。
随着一系列关键性、支撑性技术的突破，
人工智能所展现的“未来图景”一定是颠
覆性的。智能化作战实验平台，不仅能
进行概念技术演示、行动计划验证和战
争进程推演，使模拟实战对抗演练更加
逼真，而且能自主生成作战设计、行动方
案、交战数据，催生新构想新概念新战
法，使作战理论创新步入“人脑+智能平
台”密切协同的运行范式。

应当看到，高度智能化的“作战实验
室”，实质上是设计未来战争的知识实践

平台，一方面为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进
行作战方式方法创新，提供了逼真的战场
环境和科学可靠的验证方式；另一方面将
催生更多诸如实验论证报告、行动程序设
计、决策支持系统等技术化的理论创新成
果。未来战争先期从“实验室”里打响，攻
防对抗、智慧博弈在“虚拟战场”展开，作
战理论创新更应被理解为一种实践模拟
和知识实践，而作战实践更应被理解为一
种理论实验和价值检验。

路径之变——

以“智胜”孵化创

新的增长点在哪里

2013年，美空军提出“作战云”的概
念，意在使各军种的空中力量在不断进
化的技术支持下，实现各作战领域信息
共享能力的跃升，进而最大程度地发挥
智能化武器装备、有人与无人系统等结
合的优势，创造出规模化、模块化的灵
活作战能力。这实质上是一种理论上
的顶层设计，有着以战争需求牵引技术
应用开发的重大功效，展现了作战理论
创新的技术引领作用。

推进作战理论创新，不仅要把先进
科技成果引入作战领域，也突出体现在
对军事技术的运用和发展进行作战设
计。作战理论体系在内容构成和研究
指向上，包括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技
术理论，三者相互渗透、互为支撑。技
术理论围绕使科技更好地服务于作战
展开，探究科技的作战运用规律和制胜
机理，引领军事技术在作战领域的定向
发展、定制开发，为提升作战能力注入
更强的科技引擎。显然，在智能成为作
战制胜关键因素的今天，强化技术理论
研究创新，充分发挥其对智能化技术运
用和发展的牵引倒逼、质效提升作用，
实现从被动跟进到主动引领的转变、从
引进到自主孵化的跃升，积极抢占军事
智能技术发展的制高点，是作战理论创
新的重要抓手和增长点。

作战领域是对技术发展前沿感知
最灵敏的领域。围绕推进军事技术向
智能化发展，加大技术理论创新的引领
力度，应密切追踪战略前沿技术、颠覆
性技术发展，着眼作战需求明确推动军
事智能技术发展的规划图、路线图；高
度关注对未来作战走向有重大影响的
技术创新重点领域，研究量子信息、定
向能、新材料等新技术的转化运用，加
强对武器装备、作战系统智能化发展趋
势的预测和预研；开发具有前瞻性的作
战概念和战法构想，打造作战体系与智
能技术深度融合的作战样式；研究制定
推进智能武器装备发展的相关法规制
度，为提高军事智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
提供有力保证。

把“智胜”融入作战理论创新
■邓斯佳

群 策 集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是作战理论创新的时代命题。当
前，科技革命正呈现出智能化技术强劲引领、加速创新、突破
频频的态势，战争形态在向智能化嬗变，“智能制胜”正变为
战争和作战制胜机理之要。现实挑战需要我们既要认准方
向、紧盯前沿、把握趋势，更需要对创新思维模式、支撑环境、
运用机制、发展路径有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究。

阅

读

提

示

战法研练是对未来可能的作战对

手、作战环境、作战方法等进行预先谋

划和前瞻设计，回答打什么仗、与谁

打、在哪打、怎么打等问题。要着眼履

行不同使命任务、应对不同作战对手、

立足不同战场环境，研究克敌制胜的

招法。

紧扣作战任务。作战任务涉及作战

目标、作战地域、作战样式等诸多要素。

只有把战法创新与作战任务结合起来，

充分预想未来战争爆发的可能时机地域

和样式形态，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深

推细研战法，才能使战法与任务相适应，

做到量体裁衣、对症下药。

紧盯作战对手。贴近实战练兵，实

际上就是紧盯作战对手练兵；打什么仗，

说到底是看和谁打仗，这是战法研练的

“风向标”。战法是要和作战对手打照面

的，必须要“适合对手”。只有把吃透对

手作为先决条件，才能“量体裁衣”，创造

出“打蛇七寸”的制敌之法。

紧贴战场环境。战场环境是作战的

舞台，是开展战法研练的物质基础。什

么样的战场环境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

法。否则，再好的战法也难以奏效。所

以，战法研练不能脱离实际天马行空，只

有把战场环境“设真”，才能练就克敌制

胜的招法来。

让战法研练更实
■罗雷雷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认知
战争需要从历史中借鉴前人战争智
慧，然而这种借鉴更加需要灵活地
创造性运用，而不是僵化地机械性
套用。

读史明智，历史经验往往能引出新

的智慧。人类漫长的战争史，凝结着无

数成功经验，闪耀着穿透时空的智慧之

光，给后来者把握战争、认知战争提供了

不竭的财富。战争历史经验宝库的大门

是洞开的，借鉴的权利对任何人都是平

等公允的。但固守僵化就会犯“东施效

颦”“纸上谈兵”的错误，因此，应因时因

情因地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

寻找战争相似之处，类比式运用。

类比式运用是指在作战环境、作战对

手、战场态势等具有相似性的情况下，

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以往战争历史经验

于本场作战的一种经验运用方法。这

种方法具有运用快、效益高等特点。历

史上较为著名的“空城计”，后人就曾多

次引用，并演绎了一场又一场战争活

剧。这在创造学中称为相似性思维，其

特点是只要具备相似的条件、相似的环

境通常就会有相似的结果。但相似并

非相同，战争经验不能简单地套用，战

史上同是火牛阵，田单的火牛阵犹如神

兵天将，令敌军惊魂丧胆，而邵青摆的

火牛阵，却在敌军箭雨铁矢之中窜回了

自己的阵地。因此，类比式运用、移植

前人的良策，关键在于类比相似的敌

情、我情、战场环境情况等之后再使用，

而不能生吞活剥、照搬照抄。

摆脱战争传统束缚，逆向式运用。

逆向式运用，就是指打破战争历史传统

经验规则的惯性思维，从相反的、对立

的角度去思考与运用战争经验的方

法。逆向式运用是打破常规的思维，是

将不可能实现的变为可实现的思维方

式，它的特点是反传统、反常规，逆向运

用战争历史经验常常会出现令人意想

不到的效果。战场上的搏击抗争，有的

按用兵常规打了胜仗，大部分是反常用

兵而战胜对方的。著名的“七亘村重叠

设伏”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刘伯承运用

反常思维、逆向思维，摆脱“胜战不复”

的束缚，用“复战”法在同一地点两次设

伏打击日军。这种不依常规，寻求变

异，从常人认为不可能之中寻求可能的

思维方法，创造学上称为逆向思维。兵

者诡道也，运用战争历史经验，应善于

运用逆向思维、侧向思维，大胆从习以

为常中找到不寻常，打破思维束缚，巧

妙变通，反常施策，从而创造性地、灵活

地运用战争经验，以出人意料之举达到

出奇制胜的作战效果。

汇集战争系列经验，综合式运用。随

着战争发展，敌对双方对抗越趋复杂，依靠

一两条“锦囊妙计”定乾坤的“单一化”时代

成为过去，战争经验运用必须“多法并用”

“多管齐下”，依靠一系列战争制胜规律原

则综合使用方能见分晓、定成败。1955年

1月我军发起的一江山岛联合登陆作战，

之所以能够顺利达成登陆作战目的，就是

综合使用了“兵权贵一”建立有绝对权威的

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先胜而后求战”而进

行周密准备、“集中兵力”形成对岛上之敌

绝对优势、“声东击西”隐蔽真实企图出其

不意发起攻击等多种战争经验和传统谋略

得以实现的。未来战争，制胜因素仍然是

综合的，不可能仅靠一两条战争经验原则

就能取胜，违背任何一条制胜规律都可能

遭受重大损失，须通盘考虑，汲取系列战争

中有益经验综合运用、全面运用，尤其是对

赢得作战胜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用兵

经验原则，更应综合贯彻、共同致效。

结合战争形态演进，发展式运用。由

于高新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一些传

统的战争经验虽然基本适用，但必须结合

武器装备和战争形态演进实际发展式使

用，才能适应打赢的需要。因此，在运用

传统战争经验时，一定要顺应时代发展，

结合新技术、新装备，基于新对手、新环

境，赋予新内涵、使用新手段、丰富新形

式，让经典战争经验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生

命。比如，传统的“瞒天过海”经验与计

谋，在战争史上运用频繁并屡试不爽，以

往战争经验常常是通过频繁地调动部队

来“瞒”，但在信息化战争中，须运用电子

战、网络战等技术手段创造性地运用这一

传统经验与谋略，计谋的实施者不再是频

繁机动的部队，而是由人控制发射的各种

电磁波或计算机代码，“瞒”的是敌人的雷

达、网络等情报侦察感知处理系统，“过”

的是己方的战机、战舰、导弹等作战力量，

超越了传统“瞒天过海”的内涵形式，使传

统战争经验运用呈现新的形式和内容。

有资料显示，2014年俄军进入克里米亚作

战行动中，就是通过网络攻击控制了乌克

兰国防部指挥系统，并通过该系统向驻克

里米亚乌军假传“禁止使用武器”的命令，

最终俄军兵不血刃包围并礼送乌军出克

里米亚，以信息技术手段达成了“无中生

有”“瞒天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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