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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火箭弹任务分析 

邢立新 ，吴新明，樊海刚 

(解放军炮兵学院，合肥 230031) 

[摘要]文中分析了远程火箭弹特性及其打击目标的分类；论述了任务分配的基本要素；建立了远程火箭弹与 

其火力打击目标匹配的数学模型．并引入遗传算法对其进行分析，为解决远程多管火箭炮系统在火力打击中 

的任 务匹配问题提供 了一种有效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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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Range Rocket Proj ectile Tas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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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analys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long range rocket projectile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target，de— 

scribes the basic elements of task allocation．sets up the mathematics matching model of long range rocket projectile and 

its attacking target and analyses the model with genetic algorithm．The paper offers a valid solution of the long range 

multiple rocket launchers’task matching problem in the fire power att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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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某型远程 多管火箭炮 系统 所设计 配备 

的弹种有 破 甲杀 伤双用 途子母 弹、反坦 克子母 

弹 、杀爆子母 弹、末 敏弹或末制 导子母 弹、云爆 

弹。这里把它们定义为远程 火箭 弹[1 。远程多 

管火箭炮系统是通过发射不同的远程火箭弹对 

各类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来完成其作战任务的。 

使用不同的远程火箭弹对相同目标进行火力打 

击的毁伤效能不同 ，如何选择最恰 当的远程火箭 

弹使得对目标的毁伤效果最佳，是文中所探讨的 

任务匹配问题 。 

2 远程火箭弹特性分析 

破 甲杀伤双用途子母弹：杀伤爆 破双用途子 

母弹射击 目标 的选择范围较广，它既可以是敌集 

结步兵和集结装甲，也可以是射程 内的各种设施 

和建筑物 。主要打击的 目标 ：远程炮兵 、防空兵 、 

火箭导弹部 队、原子火炮 、生物武器和化学兵器 、 

坦克、装甲车辆、停机坪内的直升机、登陆上陆工 

具及舰艇、尚未 出港的潜艇和潜艇人员 宿舍、海 

军通信指挥 中枢的指挥室和主要通信设备，海上 

运输线 ，海军基地、港 口、要塞等 。 

反坦克子母弹 ：反坦克子母弹是一种专门用 

于杀伤摧毁装甲目标的弹药，主要打击的 目标： 

用于远距离摧毁坦克和其他装甲目标，特别适用 

于消灭集结或进攻 中的集群坦克 。具有远距离 

打顶装甲、破甲威力大(能击穿现装备的各种坦 

克顶装甲)、杀伤作用强(杀伤威力是同口径火炮 

一 般榴弹杀伤威力的 7倍)等优点。 

杀爆燃子母弹 ：杀爆燃战斗部是一种在杀爆 

战斗部基础上加装燃烧剂的战斗部，除具有与杀 

爆战斗部相同的作用外，还可有效纵火。主要打 

击的目标有：机动部队、军营、炮兵阵地、卫星通 

信天线、弹药库。 

末敏弹或末制导子母弹：末敏弹或末制导子 

母弹是指弹道 的末端弹药可 以探测到 目标 的存 

在并被目标激活，并使战斗部朝着目标方向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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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炮弹。主要打击的目标有：坦克、装甲车辆、桥 

梁 、渡 口、飞机 、机场中的跑道 ，城市 中的发 电厂 ， 

主要的后勤仓库、敌指挥系统、雷达站、通信枢 

纽 、交通枢纽、港 口及前方机场 、飞行员或者地勤 

人员宿舍。 

云爆弹 ：云爆弹打击 的 目标 有防空阵地 、导 

弹阵地、高炮阵地、防空指挥所、政府官员办公 

室、住处、广播电视枢纽、供电网络控制中心、电 

厂 、加油中心等。 

通过对远程火箭 弹特性 的分析 ，可将远程多 

管火箭弹火力打击 目标 归纳为 以下 4类 ：(1)压 

制和歼灭敌远程炮兵 、防空兵 、火箭导弹部队 、原 

子火炮 、生物武器和化学兵器 ；(2)压制或歼灭集 

结的敌有生力量 和技术 兵器；(3)摧毁或 破坏敌 

指挥系统、雷达站及通信枢纽 ；(4)破坏敌交通枢 

纽、港 口及前方机场。 

3 任务匹配的基本要素 

任务匹配 是作 战计划 的重要 内容 。在远 程 

多管火箭炮系统执行火力打击任务时，主要指使 

用的远程火箭弹对其作战任 务的分配 ，使得打击 

火力运用更加合理、整体效果最优。任务匹配的 

目的就是要发挥各种远程火箭弹优势，寻求在确 

定的约束条件下，总的火力打击效果最好或符合 

作战原则满意 的匹配方案。 

远程火箭弹的火力特性差异大，不同 目标的 

特性也不同，这些不仅体现出任务匹配工作非常 

重要 ，同时也反映 出任务匹配工作非常复杂 。因 

此，要解决好远程多管火箭炮系统任务匹配问 

题，必须把握以下 4个基本要素[2]： 

(1)弹种特性。主要有类别、型号(单一型号 

或多种型号 )、数量 ，对各 目标 的毁伤效能 以及可 

用弹药量 、忙闲程度、打击有理性 (能 否对某个 目 

标打击)、打击匹配性 、火力交叉程度等； 

(2)目标特性。主要有任务内目标类别、数 

量、位置、运动特性、价值、易损性以及 目标的几 

何特性(点目标、面目标、集群目标)等； 

(3)最优准则。最优准则是由火力打击的任 

务要求所决定的，不同的任务要求有不同的评价 

其为最优的标准。在联合火力打击中，主要有对 

目标的毁伤程度 (或毁伤 的目标 数)要大，所用 的 

火力单位数目和弹药消耗量最小等； 

(4)打击条件。主要是任务匹配所依据的目 

标特性不 定性程度。一般说来，进攻时，拟定 

分配方案时 f 比较 充裕 ，对 目标 特性 了解较 清 

楚 ；而防御 时，目标 突然 出现 ，目标特性了解不确 

定性大。 

上|述各种因素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多种多样 

复杂的最优分配问题。按照这个思路建立问题 

的数学模型，找出远程火箭弹任务匹配问题的最 

佳匹配方案。 

4 建立数学模型 

4．1 问题 的假设【3 

(1)在某一时刻 ，某 一弹种 只能对一个 目标 

进行射击，但一个 目标可以有不同弹种对其射 

击 ； 

(2)在要求使 目标遭受最大毁伤时，所有的 

弹种都参加火力打击 ； 

(3)设投入联合火力打击 的远程火箭弹种类 

为 m，远程多管火箭炮系统的作战任务种类为P， 

其任务内的目标类型为 n； 

(4)i表示远程火箭弹的某一弹种(i— l，2， 

⋯ ，m)，k表示远 程多管火箭炮 系统 的某一作 战 

任务 (七一 l，2，⋯，p)， 表示该任务 内的某一 目 

标( — l，2，⋯，n)，第 i弹种对第k类任务内第 

个目标打击的毁伤效能指标即毁伤幅员为 S ， ， 

用 表示目标价值。分别用 l，2，3，4，5代表破 

甲杀伤双用途子母 弹 、反坦克 子母 弹、杀爆子母 

弹、末敏弹或末制导子母弹 、云爆弹 。 

基于以上假设，按照“使目标遭受最大毁伤” 

的最优准则建立数学模型。 

4．2 建立数学模型 

根据已知条件和假设建立使 目标遭受最大 

毁伤时的 目标函数为 ： 

声 

R 一∑∑SMijkX 
= = l J l 

目标函数的约束条件为： 

f∑ 
I，=1 
I 

l I j 
I lz ∈ 

一 l 

≤ m 

0．1}， (i= 1．2．⋯ ．m； = 1．2．⋯ ．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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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表示所有的弹种依次攻击一个目标； 

式(2)表示攻击 目标 的弹种数不得超过弹种 总 

数 m。 

显然使 R 达到最大值的SMiikX 组合为所 

求解 ，上述公式即为问题的数学描述。 

4．3 计算方法 

运用遗传算法对上述模型求解。首选利用 m 

位二进制数对其进行编码获得初始群体，即用 1 

表示使用这种弹，0表示不使用。并建立适应函 

数： 

6 

Fitn 一∑∑SMOk~ 
k 1 J l 

采用随机选 择产生的方法得出一组试验方 

案，代入适应函数计算方案中各个个体的适应 

度；淘汰效果差的(即适应度低的)个体，复制效 

果佳的(即适应度高的)个体生成新的种群。从新 

种群中随机选择两组个体 ，并随机产生交换位置 

进行交换，生成新策略。也可 以采用 突变的方 法 

产生新策略 ，即按某一事先给定概率随机地选择 

某一个体的某一位数进行变化 ，但突变概率往往 

很小 ，在 0．001～ 0．0l之间 。 

利用复制、交换、突变三种操作反复执行，不 

断更换策略，最终可以找出最佳的策略。 

求解过程中，首先要知道不同类型的弹药对 

任务内目标毁伤效能指标值。各不同的远程火箭 

弹对目标的毁伤一般用毁伤幅员来度量，要获得 

它可信度较高的值 ，最好是通过试验法 即实弹射 

击的方式获得，也可以通过半经验半理论方法建 

立。对毁伤幅员的求解这里不作讨论，在模型的 

求解过程中，它是 已知的数据 。 

4．4 模拟仿真过程 

STEP1 根据上述编码方式进行编码；给 

出一个有N个个体的初始群体pop(1)，t：一l； 

STEP2 对群 体 pop(￡)中的每 一个个 体 

pop (￡)计算它的适应函数 ： 

一 Fitness(PO P (￡)) 

STEP3 计算概率 

， 

P。一 ] ， — l，2，⋯ ，N 

∑fi 

并以概率分布从中随机选一些个体构成一 

个种群 ： 

~wpop(￡+ 1)一 {pop (￡)l 一 1，2，⋯N} 

newpop(￡+1)中可能重复选 pop(￡)中的元 

素 ； 

STEP4 通过交配得到一个有 N个个体的 

crosspop(￡+ 1)； 

STEP5 以一个较小概率 P，使得一个染色 

体的一个基 因发 生变异 ，形成 mutpop(t+ 1)； 

t：一 t+1，一个新的群体pop( )一mutpop( )； 

返回 STEP2。 

模拟仿真过程可通过编程来实现。 

5 几点说明 

上面介绍的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来解 

决火力打击中远程多管火箭弹与作战任务匹配 

问题 的方法 。对于该方法需要进行 以下说明： 

(1)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优化相结合的方法 

对任务分配进行了分析，得到了火力优化结果， 

这样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增加 了火力 优化模型的 

实用性与针对性 。 

(2)在求解模型的过程中，各远程火箭弹对 

目标的毁伤幅员的值可通过查相应表格得到。 

需要说明的是，某些新型兵器对各种目标的毁伤 

效能到目前依然没有确切的基础数据，有些是使 

用其经验值或理论值，在模型的求解过程中要充 

分考虑到这一点。 

(3)文中并没有得 出在某一作战 区域实施联 

合火力打击时的任务匹配结果，文中主要是作理 

论上的探讨，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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