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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争鸣

群 策 集

未来联合作战，时间上爆发突
然，空间上多域远距，对力量投送能
力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要想有效提
升联合作战力量投送能力，须注重打牢
联合作战力量投送的物质基础，构建
联合作战力量投送的合理结构，提
高联合作战力量投送的精准度。

加强投送装备建设，打牢联合作

战力量投送的物质基础。投送装备是
联合作战力量投送的物质保障，要提
高快速远程机动投送能力，应重视加
强投送装备的建设。一是地面投送装
备。主要是加强研制野战机动能力强
的后勤保障车辆，如装甲或全驱动的
各种运输车、装甲救护车、修理车等；
加快集装箱运输车和自动装卸车的研
究，并对车辆进行信息化改造，加强车
辆与车辆之间、车队与指挥机构之间
的联系，尽快形成一批能适应全地域
投送的装备。二是空中投送装备。主
要是发展大吨位、远距离、高速度、满
足多型装备投送的大型运输机和空中
加油机，为快速远洋跨海机动遂行军
事任务提供支撑。三是海上投送装
备。大力发展一批航速快、综合补给
能力强、防护能力强的运输舰船，如大
型滚装船、海上货运船、油船、修理船
等综合舰船，同时注重加强信息化建
设，提升实时传递信息的能力。

抓好“两个结合”，构建联合作战力

量投送的合理结构。抓好“两个结合”，
就是指抓好战时投送与平时预置相结
合、抓好后方投送与前伸基地相结合。

一方面，抓好战时投送与平时预置相结
合。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投送能力是
有限的，即使是发达国家军队，也很难
在短时间内将作战力量全部投送战场，
因而，平时的力量预置工作非常重要。
应根据可能执行的作战任务，在预定作
战区域附近有针对性地储备作战装备
和物资，从而有效提高投送效率，为联
合作战赢得宝贵时间。另一方面，抓好
后方投送与前伸基地相结合。未来联
合作战，点多、线长、面广，一次性投送
难度较大。可以采取前伸基地的做法，
在先期作战阶段，首先取得作战区域附
近的综合控制权，靠前在隐蔽安全的地
点建立保障基地，缩短一次性投送路线
长度，避免出现因敌封锁而出现物资运
输困难的情况。条件允许时，可在作战
地域附近建立多个保障基地，既可应付
复杂意外情况，也便于实施层层投送，
提高联合作战力量投送的时效性。

加大先进信息技术的运用，提高

联合作战力量投送的精准度。从近年
来几场局部战争的力量投送实践看，
信息技术应用是投送能力充分发挥的
关键。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因为吸取
了海湾战争的教训，采用信息技术对
运输体系实施改造，大大提升了投送
效能。因此，未来联合作战力量投送
建设应该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提高
投送质量，缩短投送时间，增强投送效
率。在未来具有智能化特征的局部战
争中，应充分运用卫星定位系统、卫星
通信系统、视频跟踪系统、地理信息、
电子数据等系统，真正实现“在运人员
物资可视，全时全程全域可控”，对人
员、装备进行有效地跟踪控制，提升联
合作战力量投送的精准度。

多手段提升力量投送能力
■许景成

行动简介

从 2014年初开始，加沙局势不断

恶化。6月，3名以色列青少年被绑架

的事件不断发酵。7月8日，以色列对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

起代号为“护刃行动”的军事行动。原

本希望速战速决，不料对手装备升级、

战术灵活、意志顽强，给以军造成较大

杀伤。交战一直进行到8月26日，成为

自 2007年哈马斯接管加沙以来，双方

爆发对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武装

冲突。

讲评析理

2014年的“护刃行动”与 2008年底
的“铸铅行动”一样，都是现代条件下的
城市攻防作战，结果迥然有别。“铸铅行
动”进行了 22天，以军以极少伤亡重创
对手，较好地达成战争目的。“护刃行
动”持续了 50天，双方精锐尽出，却打成
一场漫长的消耗战，其中原因值得总结
思考。

雄厚兵力和先进装备令以军获得

明显力量优势。“护刃行动”开始前，以
色列集结了 3万正规军，开战后，又征召
7.4 万预备役人员。共投入坦克、装甲
车近千辆，火炮 300 余门；空军出动
F-15、F-16战斗机超过 4500架次；海军
出动军舰封锁加沙海岸。行动中，以军
每天出动“苍鹭”“搜索者”等无人机在
加沙上空盘旋，这些无人机不仅配有夜

视器材，还在红外传感器上加装先进设
备，可从爆炸中观察目标细节，及时评
估战果。无人装备的大量使用，为以军
全面实时掌握战场情况提供了保障。7
月 8日夜，5名哈马斯蛙人试图偷袭一
处以色列海军舰艇停泊地，刚接近目标
就被发现，以军随即通过网络向周边
部队示警。附近的哈纳尔步兵营迅速
出动，配属该营的“梅卡瓦”坦克很快
赶到，合力持续追踪蛙人，最后，以军
各种作战平台同时开火，致哈马斯蛙
人 4死 1伤，偷袭失败。相对以色列国
防军来说，哈马斯的兵力和装备明显
不在一个量级。战前，哈马斯在加沙
约有 1万名武装人员，配备轻武器、少
量火炮及近万枚多种型号的火箭弹和
导弹。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以军占
压倒性优势。

规模庞大的“地道网”成为哈马斯

对抗以军的利器。2007 年哈马斯接管
加沙以后，长期被封锁，还面临空袭和
炮击威胁，因而修建了大量防空洞，地
道运输也迅速发展。哈马斯吸取 2006
年黎以冲突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对抗
以军的经验，对加沙地道进行了系统
改造，将火箭弹制造、发射、指挥及装
备维修保养等场所都用地道连接起
来，形成一个集机动、防御和进攻于一
体的“地道网”。通过四通八达的地下
通道，哈马斯人员可自由从加沙进出
伊朗、叙利亚等国，武装人员利用地道
隐蔽、转移或休整。加沙“地道网”总
长约 50 千米，平时是城区居民生活物
资的主要运输通道，战时则是应对以

色列军事打击的重要依托。哈马斯
“地道网”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
连接加沙与埃及的走私地道，通过这
些通道将各种生活物资和武器弹药运
至加沙。第二种是加沙内部的防御地
道，当以军攻入加沙时，哈马斯可以转
入地下作战，为内线防御提供支撑。
第三种是进攻地道，从加沙境内秘密
挖掘地道，越过隔离墙进入以色列，借
此掩护哈马斯的外线进攻，袭扰和牵
制以军。尽管哈马斯武装依托“地道
网”展开的军事行动技术含量不高，但
却改变了战场交战规则，一定程度上
令装备精良的以军陷入被动。

以军“全金属外壳”的巷战套路被对

手成功破解。“护刃行动”中，以色列步兵
几乎全部装甲化，除主战坦克外，还投入
大量步战车，继续沿用所谓“全金属外
壳”的巷战套路，步兵搭乘装甲车辆机
动，接近目的地后下车，利用信息化装备
引导坦克、炮兵、空中火力展开攻击。尽
管以军做足准备，可进入加沙后，无论如
何提高警惕，总是难以避开对手的火力
袭击。事实上，自从“铸铅行动”吃了以
军“全面装甲化”的大亏后，哈马斯一直
在寻求对策，摸索出一种“打碎乌龟壳”
的“国际合作模式”，即从伊朗、叙利亚等
国引进各种武器装备，尤其是反坦克武

器，由 2006年黎以冲突中重创以军的真
主党武装提供巷战经验和训练。通过引
进外国武器和技术，哈马斯拥有了各种
各样的反坦克导弹和火箭筒。“万国牌”
武器虽然种类繁杂，毕竟大大改善了装
备性能。战术提高也很明显，哈马斯的
军事训练、作战方式、作战技能都获得
较大提升，地道战和伏击战组织得非常
娴熟。2014年 7月 20日，以军哥兰尼旅
机械化纵队向被称为加沙“东门钥匙”
的舍扎伊发起猛攻。哈马斯武装利用
地雷、路边炸弹、反坦克导弹、单兵火箭
筒等与敌对抗。当天，哥兰尼旅损失 6
辆装甲车，其中一辆在狭窄街区被截断
退路，遭到各种火力打击，车上人员无
一生还。更令以军头疼的是，尽管以方
持续增兵，哈马斯援兵也不断通过地道
进入舍扎伊，抵抗强度丝毫不减，地面
交战始终处于胶着状态。以军空地火
力又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方领导层的
压力越来越大，最后不得不与哈马斯签
订停火协议。

在这次“护刃行动”中，哈马斯武装
充分利用地道，通过升级武器装备，巧
妙运用战术，大大抵消了以军的力量优
势，创造了信息化时代城市作战劣势方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典型运用，对
于研究城市作战不无借鉴。

“护刃行动”：一场典型的非对称作战
■张 翚 孙强银

实兵对抗演习是搞好部队实战化

训练的有力抓手，是检验部队作战能

力的重要手段。当前，新型作战力量

融侦、控、打、评、保于一体，注重精确

打击和体系制胜，如果演习中仍用传

统标准的“旧尺”来量新型作战力量这

件“新衣”，不仅量不准，还可能阻碍新

质战斗力的生成。因此，需要在修订

评判指标、更新演习内容、演活模拟蓝

军、改进评估方法上下功夫求创新，利

用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来刻画“尺

寸”，把“尺子”的偏差校正弄准。

着眼实战定指标，避免一厢情

愿。实兵对抗演习的评判指标是否贴

近实战要求、是否符合信息化战争制

胜机理至关重要。现代战争的作战样

式已经发生改变，倘若仍然一厢情愿

地沿用传统评判指标来衡量新型作战

力量的作战效能，肯定无法量准。评

判指标作为裁决部队行动的基本尺

度，应随着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而不断

更新。应将信息主导、体系制胜作为

基本标准，从核心能力入手，围绕战场

感知、指挥控制、机动突击、整体打击、

全维防护、联合保障等六个方面建立

作战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在现有千分

制评估标准基础上，调整权重，修改形

成与新型作战力量相匹配，与信息化

战争制胜机理相吻合，更加符合实战

要求的评估标准，真实量出部队战斗

力的强弱。

体现特色设新局，防止削足适

履。受思想观念、训练水平等因素制

约，当前的实兵对抗演习在课题设置、

演练方式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为

适应作战形态演变、力量规模结构调

整的新要求，实兵对抗演习应着眼检

验新质作战能力，把信息攻防行动贯

穿演练全程，使部队在强电磁对抗环

境下充分感受信息流如何主导能量

流；加大侦察预警、远程投送、立体突

击等内容的训练比重，检验新型作战

力量在情报侦察、全域机动、应急反

应、快速部署等方面的特色能力；突出

体系对抗，采取毁点断链、斩首瘫体等

战术手段，提升“大空间、点战场”环境

下定点破袭、要点夺控和重要目标防

卫等精确攻防能力，避免出现用信息

化装备打机械化战争的现象。

形神兼备扮强敌，谨防蓝军失

真。实兵对抗演习能否真正检验参演

部队“成色”，蓝军这块磨刀石是关

键。就蓝军而言，首先应切实掌握模

拟对象的具体情况，依据其力量编成

特点，等比例构设各种要素，确保要素

齐全、编配合理、形神兼备。其次，应

积极协调技术研发部门加强作战对手

电子战主要装备、指挥信息系统、主要

武器打击平台的等效模拟器材研发，

按照蓝军主战装备的射击距离、杀伤

威力设定模拟器材参数，使模拟蓝军

贴近对手。最后，蓝军应按照像敌超

敌的标准要求，遵循体系对抗规律，建

强信息系统，搞好内部集成，依托联合

作战大体系，锤炼参演部队基于联合

作战背景的新质作战能力，使实兵对

抗演习与部队战斗力生成规律相衔

接，全面提升练兵备战质量效益。

科学裁评促公正，克服尺度不

一。科学合理的演习裁评，是量准部

队战斗力的保证。目前，实兵对抗演

习主要采用人工评为主、系统评为辅

的方式进行，受客观条件和主观认知

等因素影响，评判尺度难以保持一致，

裁决评判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受到影

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裁决手

段上应完善裁决技术支撑，减少人在

评判回路中的干扰。一方面，应广泛

运用战场监控系统、复杂电磁环境监

测系统和各类传感器采集信息，努力

实现数据采集自动化、数据回传实时

化、数据处理智能化，依托评估系统加

强到位率、毁伤率、准确率、有效率、完

成率、救治率等行动效果的量化评

估。另一方面，要完善裁决模型体系，

拟制指挥谋略、协同配合、战斗意志等

无形战力对有形战力影响程度换算

表，使评判之尺与新质战斗力的“刻

度”一致起来，着力提高裁决评估的科

学性、合理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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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劲
松

网电空间跨域无形，

善用谋略获得制权

众所周知，网电空间电磁信号变化
多端、密集拥挤、交错重叠，往往造成敌
我难辨、真假难分；电磁能量虽看不见、
摸不着，但无处不在，且可测量、可感
知、可控制，这些为谋略运用创造了广
阔空间。夺取战场网电制权，就是要着
眼影响或破击敌心理认知体系，基于网
电空间隐蔽性好、渗透性强的特性，遵
循“力由心使”的作战规律，充分挖掘网
电施计用谋空间，想方设法麻痹敌神
经、击垮敌心理，造成敌情报失实、判断
失误、决策失当。

电子欺骗，隐真示假。可采取虚假
模拟欺骗和搭载插入欺骗等方式。虚假
模拟欺骗，即通过电子手段模拟假信号、
假目标、假行动，诱骗敌暴露作战企图和
力量部署；搭载插入欺骗，即在敌急于联
通时，采取故意泄露或主动插入的方式，
择机巧妙植入己方高度仿真的虚假信
息，使敌上当受骗、贻误战机。贝卡谷地
之战中，以色列空军就曾利用装有角反
射器的无人机模拟大型战机进入叙利亚
防空部队上空，引诱其制导雷达开机，诱
骗其暴露防空火力配系，进而实施反辐
射攻击行动，收到了很好的信火一体突
击效果。

佯动配合，造势诱敌。通过对己方
电磁活动的灵活控制，结合试探攻击、
近逼袭扰、主动施压等方法，与兵力火
力造势相结合，营造逼真的佯攻态势，
以迷惑敌误判形势，误导敌指挥决策。
二战期间，盟军在实施诺曼底登陆前，
为了营造在加莱方向实施登陆的假象，
精心设计了电子佯动方案，利用消极干
扰、播撒箔条等方法，在德军雷达上模
拟出一支庞大的“幽灵舰队”，使敌军始
终误认为加莱地区是主攻方向，迟迟不
敢增援诺曼底。

出敌不意，以奇制胜。面对强敌，
夺取战场网电制权应贯彻非对称作战
理念，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
战时机上，力求出其不意地向敌要害目
标发起电磁急袭，做到以静制动、先发
制人；作战力量上，隐蔽使用己方网电
“撒手锏”武器，做到不用则已，用则一
招制敌；作战方法上，可采取占用信道
预先扰、实时扰等超常战法，做到以快
压敌、以奇制敌。

网电释能聚优可控，

按需点穴夺取制权

未来信息化战争，敌作战目标众
多、体系完备。网电力量不可能也没
必要面面俱到、全线出击。应充分发
挥电磁机动灵活、压制区域广泛、网
电释能可控的特点，根据战场不同阶
段不同时节的实际需求，因势动态聚
合战场网电能量，做到打击敌重心、
摧毁敌节点、破击敌体系，有效支援
合成部队主体行动。

自主同步随扰，支援兵力突贯。针
对敌作战特点，以机动支援压制、破敌
层层抗击为基本着眼，重点用好用足便
携式、随队式、飞航式等机动灵活的网
电力量，与己方突贯兵力模块化编组、
融合式运用、同步化行动，随队开辟信
息“通路”，有效掩护己方兵力实施突贯
作战。同时，针对此时节通联活动频
繁、用频矛盾突出的实际，主动搞好电
磁协同，确保与己方兵力突贯有机衔
接、整体合拍。

电磁预置设伏，支援袭扰抗反。针
对战场情势复杂多变，袭扰与反袭扰、
反击与抗反击异常激烈的特点，加强战
场电磁监控，尽早发现和判明敌反制
情况特点，并在敌可能实施反击的时节
和路线，预先多点设伏小股精干网电力
量，设法扰乱或切断反击之敌内外指挥
协同，以达到打乱其进攻部署和节奏，

瓦解敌反击行动的目的。
立体遮断阻隔，支援割裂围歼。围

绕实现保持己方进攻锐势、支援速歼顽
敌的目的，组织实施立体化、高强度、宽
频段的网电进攻行动，重点遮蔽被围之
敌电子信息系统，阻隔敌前后信息联通，
破坏敌内外指挥协同，并协同火力将顽
抗之敌、被围之敌割裂为孤立之敌、好打
之敌。海湾战争中，在美军高强度的信
息攻击下，伊军近乎处于“信息黑夜”状
态，以至于交战结束了，伊军一些一线部
队还待在堑壕里等待美军进攻。

网电“里应外合”，扼

敌行动掌控制权

夺取战场网电制权的主要手段是电
子战和网络战。未来作战中，应将电子
战和网络战在技战术上融合运用，两种
攻击手段发挥各自优势协同作战，才能
达到最佳效果。

电子战聚焦能量“外扰”。电子战
主要使用电磁能、定向能等技术手段，
聚焦能量“在外施压”，力争对敌形成电
磁割裂、电磁遮断甚至电磁毁伤的攻击
格局，使敌重要信息系统处于部分或完
全失能状态，进而达成迷盲敌信息感
知、扰乱敌指挥协同、破坏敌整体联动
的效果。2015年以来，俄军在叙利亚战
场上综合运用了“希比内”“索伯契亚”
等多种电子战系统，有效割裂了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与外界的信息联系，有力
支撑了火力打击行动，以微小代价达成
了战略目的。

网络战聚焦信息“内攻”。网络战通
过将病毒、逻辑炸弹及恶意软件等武器
植入敌战场信息网络内部，根据需要灵
活采取渗透控网、超载废网、传染瘫网等
行动，以达到阻断、扼制敌战场重要指挥
协同网、武器平台网作战效能发挥，甚至
瘫痪敌作战体系的目的。科索沃战争期
间，来自南联盟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黑客
曾对美军航母发起网络攻击，一度使其
指挥控制系统“停摆”约 3小时。倘若南
联盟很好地利用这一攻击效果，使用飞
机、导弹对美航母进行打击的话，后果可
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网电相辅相成“里应外合”。从机理
上看，电子战需要依托网络技术的优化
组合和网络战的协同配合才能达成整体
攻击效果，网络攻击也有赖于对电磁频
谱的实际控制才能实现秘密渗入、破敌

无形。夺取未来战场网电制权，两种手
段必须围绕同一作战目的，深度融合、联
手联动、内外合力、相互策应，才能全力
限制敌在网络电磁空间的行动自由权，
一举夺取战场局部制信息权，进而为海
空交战等联合作战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网电火力融合增效，

精打毁瘫主导制权

网电作战具有贯穿全程、可控性
好、影响面大等特点，火力作战具有高
强度、快节奏、硬毁伤、强破坏等优势。
将网电作战与火力打击有机融合，既利
于发挥软硬一体、效能倍增的作战机
理，实现“断首致盲”与“毁骨伤身”的有
机结合，又利于达成作战效能的集中释
放，从而在体系对抗中形成主导优势，
起到加速推进作战进程的作用。

着眼要害制敌，优选打击目标。须
优先攻击敌作战体系的核心点，对准敌
指挥中枢实施网电强攻硬毁，力争从顶
层削弱或瓦解敌作战体系；优先攻击敌
重要信息节点、通信枢纽、关键网络等战
场支撑点，以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连锁效应；牢牢抓住敌作战体系的薄弱
点，力求弱处开刀，为网电作战先机制
敌，迅速打开作战局面创造条件。

网电开辟“通路”，倍增打击效能。
火力打击前，加强测向定位，力争为打
击行动提供精准的目标指示信息。火
力打击时，重点对敌战场指挥信息系
统、预警探测系统、防空反导系统进行
立体化、饱和式网电攻击，全力迷盲敌
预警探测，切断敌指挥链路，削弱敌防
空反导能力，为打击力量成功突防开辟
信息安全走廊。1986年 4月，美军在实
施“黄金峡谷”行动前，派出多架电子战
飞机先期压制利比亚防空系统，从而为
空袭战机成功突防、顺利摧毁 5个预定
目标，打开了一条安全通道。

网电跟踪监测，评估打击效果。火
力打击前，采取全频扫描、监听窥探的
方法，严密监视打击目标电子信息系统
工作状态；火力打击后，采取连续跟踪、
控旧抓新的方法，密切监控打击区域电
磁活动情况，实时关注当面之敌新增电
磁信号和异常电磁动向，及时比对分析
打击前后敌电子目标活动变化情况，辅
助评估火力毁伤效果，为下一步调整打
击方案、实施后续打击提供可靠依据。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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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电磁领域和网络空间地位更

加凸显，以电子战和网络战为主要手段的战场网电制权行动，越发成

为敌对双方斗争的焦点。在未来作战中，应进一步聚焦网电空间，探

求夺取战场网电制权的制胜机理和方法路径，做到科学驾驭和发挥战

场网电力量优势，确保形成战场主要方向、重点地域和关键时节的信

息优势，为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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