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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未来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网络化作战对统一指令场的要求，提出将直接扩频码分 

多址技术用于统一指令场，并在典型的进攻模式和战场环境下针对要地保护区域给出了一种合理 

的武器系统配置以及统一指令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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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win the high tech war in the future，the unified command field in network centric war— 

fare of air defense missile weapon system is researched．DS—CDMA technology is used in the command 

field．Then a reasonable distribution of air defense missile weapon system and a united command field 

project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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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科技的发展，高新技术的发明正使人类大踏步 

迈人信息化时代，战争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事实 

表明，空袭与反空袭作战已成为现代高技术局部战 

争的基本形式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网络化作战 

是适应信息化条件下有效瓦解敌方大规模、高强度、 

超饱和空袭的一种最值得探讨的新模式 ，而网络 

化作战模式下关于统一指令场技术的研究具有重要 

意 义。 

本文对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网络化作战形式下的 

统一指令场技术作了初步研究，分析了未来防空导 

弹武器系统网络化作战对统一指令场的要求，提出 

将直接扩频码分多址技术用于统一指令场，并在典 

型的进攻模式和战场环境下针对要地保护区域给出 

了一种合理的武器系统配置以及统一指令场设计。 

1 统一指令场概念的提出 

网络化防空／反导作战，是指由多个探测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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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种拦截器、多个指挥控制节点通过分布式网络连 

接起来，由可变中心节点指挥控制，对单／多空袭 目 

标实施拦截的战术级、一体化、灵活高效的作战方 

式，是信息网络技术、体系化联合作战技术应用的有 

机结合，是火控信息和拦截武器资源能力的综合集 

成。 

在网络化作战模式下，武器系统主要包括： 

地基／空基探测系统，导弹及其发射系统，指令系统， 

指挥控制系统。探测单元、指令单元、导弹发射平台 

和指挥控制单元互相分离，但它们之间通过有线或 

无线指挥控制通信网连成一个整体。导弹具有自定 

位能力，传统意义上的制导系统将随之而变化，取而 

代之的是若干相互分离的指令站以一定网格形式分 

布在防区内所组成的统一指令场。指令场覆盖整个 

防区，与空中飞行的导弹进行信息交换。发射后空 

中飞行的导弹将不再隶属于指令场中的任一指令 

站，而是由网格化分布的指令站接力制导，直至其转 

入末制导或击中目标。指令站在截获导弹后，将目 

标的位置、速度等信息以一定周期广播式发送，导弹 

接收来自指令站的信息并将 自身的位置、速度和弹 

上状态信息下传。 

网络化作战模式下的统一指令场必须满足以下 

3点要求： 

(1)指令场必须完全覆盖整个防区。这就要求 

指令站以合理的网格分布方式分布于整个防区； 

(2)指令场必须具有相当的多导弹通信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瓦解敌方对我要地实施的大规 

模、高强度、超饱和空袭； 

(3)指令场必须具有一定的抗侦察、抗干扰能 

力。这样才能有效对抗空袭方的干扰乃至反辐射导 

弹打击，保证弹地通信成功。 

2 直接扩频码分多址技术在统一指令 

场中的应用 

从通信的角度讲，多导弹通信问题归根结底是 

一 个多址问题，它可以通过频分、时分、码分多址方 

式以及它们的组合方式实现。 

传统的多导弹制导都是通过频分或者时分来实 

现的。频分多址技术尽管目前很成熟，但由于互调 

干扰严重，使得导弹可控数量较小，远远满足不了网 

络化作战模式下对多导弹通信的要求；时分多址方 

式由于受到时隙的限制，使得导弹可控数目也不大， 

也远远无法满足网络化作战模式下对多导弹通信的 

要求 。 

扩频及其多址技术是从军事通信中发展起来并 

在近年来迅速发展并广泛应用于雷达、导航、遥测、 

遥控、测量和自控等领域的一项通信技术。它具有 

类似于码分多址的多址通信能力，易于组网，具有很 

好的抗干扰、抗衰落和抗多径等性能 。因此，考 

虑直接扩频码分多址技术和其他抗干扰技术在网络 

化作战模式下统一指令场中的应用。 

统一指令场采用直接扩频码分多址技术。指令 

站以一定形式分布在我方防御区域，导弹发射单元 

与指令站分离且发射导弹后即与所发导弹脱离关 

系。整个防区内不同的导弹采用不同的伪随机码来 

相互区分，指控中心在导弹发射前通知发射单元对 

导弹进行伪随机码装订。发射后在空中飞行的导弹 

通过不同的伪随机码的相关性来提取指令站广播发 

送的信息，并将有关信息下传给指令站。信息在传 

送时进行信道编码以增强抗干扰能力。导弹在未击 

中目标前可能经过多个指令站的接力制导，在转入 

末制导或击中目标后指控收回该导弹释放的伪随机 

码以便分配给即将发射的导弹。 

2．1 指令站分布考虑 

对于单个指令站，其天线采用全向天线，则其覆 

盖区域一般为圆形区域。为了使多个指令站能够无 

空隙地覆盖整个防空区域，某一指令站的覆盖区与 

其相邻指令站覆盖区显然存在若干重叠部分。考虑 

这些重叠区，每个指令站的服务区实际上可看作一 

个正多边形。事实上，要用相同的正多边形无空隙、 

无重叠地覆盖一个平面区域，可取的形状只有正三 

角形、正四边形和正六边形 3 种，如图 1所示。显 

然，三者之中，正六边形最接近圆，且在半径相同的 

情况下，圆的重叠区最小，覆盖面积最大。换言之， 

对于给定的防空区域，若指令站以正六边形的方式 

来覆盖，所需的数 目最少。因此，网络化防空作战 

中，指令站将以正六边形的形式覆盖整个防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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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指令站分布形式 

Fig．1 Form of command station 

2．2 多导弹能力分析 

在采用直接扩频码分多址技术的统一指令场 

中，指令场可以同时同频与多个导弹保持通信，但是 

对于任意一枚导弹而言，其他导弹的信号都是干扰， 

这就是码分系统的“多址干扰”问题。多址干扰是 

影响码分多址系统多导弹能力的主要因素。 

在直扩码分多址系统中，每个信道的信号可以 

看作是一般的扩频调制信号，其载干比可以表示为 

C RbEb Eb／Io ，
． 、 

了 —W／—Rb， 

式中：E 表示一比特信息的能量；R 表示信息的比 

特速率；Io是干扰的功率谱密度；W是已调信号所占 

的总的频带宽度 ，即扩频带宽；E ／Io通 常称为归一 

化信噪(干)比，其值决定于系统对误码率的要求， 

并与系统的调制方式和编码方案有关；W／R 是系 

统 的扩频因子 ，即系统的处理增益。 

对于单个指令站，在整个覆盖区，任一导弹在接 

收有用信号时，指令站发给所有其他导弹的信号都 

要对这枚导弹形成干扰。导弹靠近或离开该指令 

站，有用信号和干扰信号同样增大或减小，因此即使 

指令站不进行功率控制，该导弹无论处于指令站覆 

盖区的什么位置，其接收到的信干比也都不会变。 

所以，假设指令上行线不进行任何功率控制，即发给 

所有导弹的信号功率是完全相同的，其强度应保障 

导弹在覆盖区边界时仍能正常工作。对于指令下行 

线，导弹发给指令站的信号会随着其与指令站的距 

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距离越远，传输损耗越大，到 

达指令站接收机时的信号强度就越弱。因此，为了 

保障所有导弹下行信号的接收质量，指令下行线必 

须进行功率控制。假设指令下行线进行的是理想的 

功率控制，即不论导弹处于单个指令站覆盖区的任 

何位置，其信号功率在到达指令站时，都能保持在信 

干比的门限值。也即要求所有导弹的下传信号在到 

达指令站时，其信号强度都是相同的，这样，无论导 

弹在什么位置都能保证相同的接收质量。在此假设 

条件下，若n发导弹同时共用一个频道，则每一导弹 

的信号都受到其他 n一1发导弹信号的干扰。于是， 

载干比可以表示为 

孚= 1， ㈩ ， 凡一 ’ 、 
由式(1)和式(2)可得 

=  
．  ㈩  

一 般情况下，n》1，有 

n ． ㈩  ’ 斗 

对于整个指令场，在某一指令站覆盖区域内的 

导弹与指令站进行通信时，多址干扰不仅来 自于该 

指令站区域内的其他导弹，而且来自于相邻指令站 

或更远指令站覆盖区内导弹，考虑这些情况并结合 

移动通信中码分多址系统的容量分析，在式(4)基 

础上做适当修正，得出在采用功率控制下指令上行 

线和下行线均适用的估算公式为 

一  ， c5 

式中：F 0．6。 

例如，扩频增益为 1 023，为达一定误码率所需 

信噪比为 12dB时，n 38，即使指令站不采用扇型 

天线技术，与时分和频分系统相比，多导弹能力已经 

很好 了。 

可见，直接扩频码分多址技术良好的抗干扰性 

能和多址性能十分适合应用于网络化作战模式下的 

统一指令场。 

3 典型区域防空统一指令场设计范例 

3．1 作战背景 

对重要政治或经济区域实施大规模、高强度、超 

饱和、等概率空袭。假定防御区域为 400 km×400 

km，监视空域半径为500 km，导弹射程为60 km。 

对于单个指令站，其作用距离为40 km，误码率 

量级在 10一。对于整个网络化防空武器系统，要求 

监视目标总数 600批，跟踪目标数400批，可同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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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400枚导弹拦截不少于 200个 目标。 

3．2 系统配置 

(1)若干地基／空基探测系统分布在防区内，对 

以防御中心为圆心 的半径 500 km 内的空域进行严 

密监视。 

(2)指令站以正六边形的形式覆盖整个防空区 

域从而构成 一个统一 指令 场。考虑 400 km ×400 

km的防空区域，由于单个指令站的作用距离为 40 

km，如图 2所示的布站方式就能覆盖整个防区。图 

中每个正六边形的中心即为指令站 的位置，正六边 

形的边长为 40 km。虚线所示矩形内部区域是指令 

场的有效工作区域，长 6×40√3—415 km，宽 10× 

40=400 km，完全覆盖整个防空区域。共计45个指 

令站。 

图2 防区内指令站分布形式 

Fig．2 Distribution of command station 

in the defense area 

(3)防区内布置23套发射单元，形成 3层防御 

(其中，外层 14套，中层 6套，内层 3套)，每套发射 

单元配备拦截弹若干。如图 3所示，黑色小方块为 

发射单元所在位置，3层防御大致如图中 3个大的 

正六边形所示。 

(4)整个防区布置 3套指挥控制中心，如图 3 

中黑色圆圈所示 ，均处于最内层防御 区域。 

3．3 统一指令场导弹容量分析 

网络化作战模式下的统一指令场以不同的地址 

码区分不同的导弹，指令系统采用 DBPSK调制并采 

用差分相干解调，采用(2，1，7)卷积编码和维特比 

·指空中心 
日发射单元 

图3 武器系统布置图 

Fig．3 Distribution of the weapon system 

软判决译码以增强抗干扰能力 。 

扩频码选用 r=10的 Gold码 (长度为 1 023)， 

它可采用 2个 Gold码序列发生器生成共计 1 025× 

2=2 050条码，其中平衡码(相比于非平衡码，作为 

地址码有更好的性能)占75％，足够用。 

对于 DBPSK差 分相干解调 ，为达 到 10 误码 

率，实际系统所需信噪(干)比大约为 12 dB，信道编 

码采用 (2，1，7)卷积码 和维特 比软判决 ，可以获得 

大约5 dB编码增益，再考虑 3 dB的系统损耗和 2 

dB备余量，则实 际系统 所需信 噪 (干)比约为 

12—5+3+2=12 dB。根据式 (5)，n一38。 

对于图3所示的布站方式，若来袭 目标从各个 

方向等概率进入阵地，考虑一定的裕量，每个指令站 

同时制导导弹数取为 25，只考虑最外层的 22个指 

令站，则同时制导导弹数为 25×22=550>400，完 

全可以同时拦截至少200个目标。若来袭目标从某 

一 方向进入防御阵地，则其至少面对 6个指令站，每 

个指令站同时制导导弹数取为 35，则 35×6=210， 

完全可以同时拦截 100个目标。 

可见，运用直接扩频码分多址技术的统一指令 

场方案完全可以满足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网络化作战 

模式下的多导弹要求。 

4 结 束 语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网络化作战是适应信息化条 

件下有效瓦解敌方大规模、高强度、超饱和空袭的一 

(下转第76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76· 现代防御技术 2007年第 35卷第 2期 

的计算分析方法比仅利用加性高斯白噪声近似更加 

精确，其中比特差错概率按前文中的式(6)计算，高 

斯白噪声的计算按式(5)，仿真均是在 SNR=10 dB 

的情况下计算比特差错概率与信干比的关系。 

∞ 

S，R，dB 

扰信号，尤其是峰度值较大时，采用加性高斯白噪声 

近似会低估比特差错概率，某些情况下会导致严重 

的后果，因此提出使用高阶统计量——峰度来计算 

比特差错概率，实验仿真也验证了该方法更加准确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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