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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战场障碍系统发展分析 

杨裕 强 ， 宋颖伟 

(总装工程兵科研二所，北京 100036) 

摘 要：通过对信息化战争反机动作 战对障碍武器的需求分析，描 述 了未来战场障碍 系统应达到的 目标和 

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分析 了国内外发展现状和趋势，阐述 了制约发展的关键技 术，为我军未来战场障碍 系统 

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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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es on Development of Future Battlefield Obstacle System 

YANG Yu—qiang。 SONG Ying—wei 

(The Second Engineers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General Armaments Department，Beijing 100036，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es on the requirements of counter—mobility operation for obstacle weapons in 

information wars-the aims which should be achieved by the future battlefield obstacle system and the basic 

functions which should have are described．The developing status and trends in and out of China are ana- 

lyzed-and the key technologie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battlefield obstacle system of Chinese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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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现代 

战争表现出部队机动速度高、武器毁伤能力强、物 

资消耗数量大、战争节奏和进程快等许多新特点， 

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指挥通讯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 

已成为衡量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指标。战争形态的 

变化，不仅表明反机动作战仍将是地面战场上的主 

要作战样式之一，而且也对反机动武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有效地阻止敌集群装甲部队的机动和进 

攻，有效地拦阻敌武装直升机、巡航导弹和精确制 

导弹药，既是未来作战对反机动武器的企盼，也将 

是地面战场制胜的关键。 

地雷作为一种爆炸性障碍武器曾在以往的战 

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传统的地雷存在着障碍 

范围小、状态不可控、后勤负担重、战后危害大等不 

可回避的问题 ．已不能满足信息化战场迅速高效的 

反机动作战需求。随着战争理论的发展和武器装 

备的信息化，不但要求地雷能够快速投放和布设， 

以便迅速形成障碍场，而且还要求地雷具有信息接 

收和传输功能，能够智能地判断敌我，受到我方灵 

活的控制。 

所谓未来战场障碍系统，就是为适应战场信息 

化要求，运用新概念、新原理、新技术和新材料而发 

展的一系列智能障碍系统的统称，主要用来阻止、 

迟滞、攻击毁伤敌地面装甲车辆或超低空 15-行的武 

装直升机、巡航导弹等 目标，是未来战场反机动作 

战的重要手段。 

l 未来战场障碍系统军事需求与功 

能分析 

1．1 军事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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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步兵和骑兵为主的战争年代，地雷的主要 

作用是杀伤人员。随着坦克的出现而诞生的防坦 

克地雷，主要作用是迟滞、毁伤敌坦克和装甲车辆， 

为反坦克武器和压制 武器发扬火力创 造战机。随 

着技术的发展，防坦克地雷不断发展变化，目前已 

按作用方式分类为防坦克履带地雷、防坦克车底地 

雷 、防坦克两用 地雷 、防坦 克侧 甲地雷 和防坦克顶 

甲地雷，按引信工作原理可分类为触发引信和非触 

发引信。除防坦克侧甲地雷和防坦克顶甲地雷外， 

现有的其他地雷都可归属于传统地雷。 

传统地雷的单雷障碍宽度小，地雷用量大。使 

用机械触发引信的地雷一般没有 自毁和自失效功 

能，一旦布设就将成为“永久性”障碍，直至战后清 

除为止。使用电子非触发引信的地雷虽然设计有 

定时自毁功能，但是，一旦装定了地雷的自毁时间， 

在整个服役期内就不能更改，这已不适应现代作战 

进程变化快 的要求。现代战场上，除了坦克车辆 

外，武装直升机、巡航导弹等已成为新的威胁，传统 

的地雷对这些新目标无能为力。 

军事需求的变化必然带动武器装备的发展变 

化。在各种武器装备信息化发展的同时，未来战场 

障碍系统的概念也随之产生。对未来战场障碍系 

统希望达到的目标是 ： 

(1)可以迅速适时地布设 

未来战场障碍系统不但用于防御作战，而且也 

可用于进攻作战。无论在防御作战还是进攻作战 

中，都要求布设迅速、及时、准确，最大限度地发挥 

拦阻、迟滞、干扰、封锁和毁伤等功效。 

(2)可以控制地雷的状态 

障碍布设后，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适时 

转换障碍的战斗或安全状态，达到既能障碍敌人又 

不妨碍 自己的 目的。 

(3)可以满足立体防御需要 

障碍对象不仅是坦克、装甲车等地面目标，还 

应扩展到超低空飞行的武装直升机、巡航导弹等。 

作为防空武器的重要补充，未来战场障碍系统也应 

能在首脑工程、重要军事设施等周围发挥拦阻作 

用，保障战场指挥机构的安全。 

(4)可以识别敌我 

现代识别技术的发展使这种功能完全有可能 

变为现实。一旦战场障碍系统具有敌我识别功能， 

就可以真正达到限制敌人、方便 自己的目的。 

(5)雷场可以“自愈” 

处在战斗服役期的雷场，一旦遇到敌方的开辟 

通路行动，对障碍体系造成破坏，雷场可以通过内 

部网络的信息交换获得障碍被破坏的情况，自主判 

断并选取最佳方式 自行封闭被破坏的区域，始终保 

持雷场的障碍能力。 

(6)可 以消除战后隐患 

战后排雷是耗资巨大而又充满危险的行动。 

为了消除隐患，满足人道主义关切，未来障碍系统 

应能在战争结束后完全自毁或失去爆炸能力，不留 

后患。 

1．2 基本结构与功能分析 

未来战场障碍系统是以传感器、通信网络、信 

息融合和决策支持等为基础的全新防御体系。按 

结构划分，应由目标信息感知系统、内部网络系统、 

人工干预控制系统和各种作战单元等组成。 

与传统地雷不同的是，未来战场障碍系统除具 

有对目标的有效毁伤功能外，还具备以下信息方面 

的基本功能 ： 

(1)对 目标 的探测和识别功能 

目标探测主要由声、振动和各种光电传感器等 

复合组成，完成目标特征信号的采集和定位、定向 

等运动参数的获取。目标识别主要由实时数字处 

理器等运算系统组成，完成特征信号的提取、判断 

和分类，为指令控制战斗单元提供必要的信息。进 

一 步发展 ，可 以通过射 频等技术 实现敌我 识别功 

能。 

(2)发射和接收控制信号的功能 

控制信号的发射主要由手持机、移动式通讯设 

备等组成，通过加密方式发射遥控指令。控制信号 

的接收主要 由设置在障碍系统作战单元内的接收 

机实现，根据指令或通过网络控制执行机构动作。 

控制信号可以是“安全”和“战斗”、“保险”和“解除 

保险”等之间的状态转换，也可以是“自毁”或“失 

效”等执行命令 。 

(3)网络通讯功能 

战场障碍系统的网络化是实现智能化的前提 

和技术基础。只有真正使障碍系统内每个传感器、 

每个战斗单元等都成为网络节点，才有可能实现系 

统的“统一行动”、“自愈”、“选择性攻击”等，发挥最 

大、最有效的障碍能力。 

战场障碍系统融合信息技术，成为智能型信息 

化弹药系统，主要目的是保证精确、减少用量、实现 

可控，进而提高整体作战效能。 

2 国内外战场障碍 系统研究现状及 

发展分析 

2．1 国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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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雷场通信及控制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早，有 

些成果已应用到了智能雷场和“自愈”雷场系统中。 

现已发展的多种具有初级智能功能的防坦克和防 

直升机地雷，障碍范围达到普通雷的几十倍。 

(1)传感器技术 

美国陆军正在进行“大型展开式无人值守地面 

传感器(MDUGS)”的研制工作，这种传感器是用于 

目标侦察、目标分类 、目标定位和统计 地面和空 中 

目标数量的紧凑型传感器，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 

大的进展 。 

另一种“部队作战态势感知系统”是加固型多 

媒体网络，可在战场上传输包括话音、数据和全动 

态视频的综合信息，把最先进的通信网络和信息管 

理技术集成在一起。现正在进行工程研制 ，目标是 

减轻重量、缩小体积 j。 

(2)自愈式雷场系统 

美国正在研究的“自愈式雷场系统”由可移动 

的防坦克地雷和智能化的通信控制网络组成。地 

雷配有无线通信与 自组织联网单元 ，通过一定方式 

布撒之后迅速构成移动 Ad Hoc网络。在遭到敌方 

坦克突破或开辟通路时，地雷通过对拓朴结构 的判 

断，以自动弹跳的方式迅速 “自愈”，即通过网络重 

构恢复连通，组成新 的地雷场。如 此反复 ，直到系 

统无法重构为止，最后 自行引爆 j。“自愈式雷场 

系统”可以大大限制敌军的机动能力，延缓敌军进 

攻或撤退的速度 ，在一段时问内封锁特定的区域 。 

(3)智能地雷 

目前现役的智能地雷主要有美国M一93“大黄 

蜂”防装甲广域地雷、美国 ERAM 空投远距离防装 

甲地雷、英国“阿杰克斯”防侧甲地雷、法国玛札克 

声控增程防坦克地雷和俄罗斯“节奏一2O”防直升 

机地雷等。M一93“大黄蜂”防装甲广域地雷由传感 

器与战斗部、指挥与控制系统两大部分组成，具有 

全天候作战能力。这种地雷可用人工、火箭炮、陆 

军战术导弹或“火 山”布雷系统 布设 。当己方部队 

通过时，可以通过遥控装置关闭地雷，防止造成误 

伤 。“节奏一2O”防直升机地雷 能够根据音 响判明 

直升机种类，可以在各种气象条件下确定 目标方 

位。当目标接近 2000m时，地雷开始识别目标；当 

目标进入200m范围时，地雷就发射子弹。该地雷 

总重 12kg。 

发展中的智能地雷主要是美 军智能 弹药 系统 

(IMS)的概念试验项 目(CEP)。智能弹药系统是美 

陆军“未来作战系统(FCS)”中无人值守弹药的主要 

项 目，由可通过网络相互协 同探测 目标 的多功能节 

点和受控制的先进弹药组成。该系统将完全与美 

军理想部队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监视和侦 

察(C ISR)系统、全球信息栅格(GIG)和通用作战 

图像(C0P)等系统融为一体，可人工布设，或使用 

现有平台采用多种投射手段进行布 没，也可用理想 

部队的有人或无人驾驶平台进行远距离布没。该 

系统采用一套传感器系统，通过专用的、有 自恢复 

功能的无线网络与杀伤效能可升级的致命性／tb致 

命性武器相联，可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帮助 

机动部队指挥官准确连续地跟踪 目标，自主处理情 

报、监视和侦察(ISR)信息，并采用先进的弹药系统 

对付威胁，可自主探测和识别敌军，可以人工控制 

弹药进入 工作／关 闭状 态，可用 多种 地面和空 中投 

送手段进行 部署 ，可 以 自毁 和回收，能够在进攻 与 

防御作战中用于支援完成多种战役、战术性的情 

报、监视和侦察以及机动和火力打击任务等，使美 

军在非线性和非对称作战中减少伤亡，对构建有利 

的战场环境和实现超视距交战具有重要作用。该 

项 目计划 2008年后列装部队L 。 

(4)可遥控地雷 

美国研制的“蜘蛛”地雷系统 可以由人员监控， 

当敌人进入障碍区时，可通过遥控方式使其爆炸。 

“蜘蛛”地雷也可像传统地雷一样埋于地下。这种 

雷由 84个“战斗单元”组成 ，形似一张网，只要任何 

一 部分被碰触到 ，就会引起整个系统连锁爆炸 j。 

(5)区域防 武器系统 

澳大利亚的金属风暴公司已成功进行了区域 

防卫武器系统 (Area Denial Weapon System)能力 

展示试验，目的是开发一种杀伤性地雷的替代武器 

系统。该系统以金属风暴 40mm多管抛弹器和多 

管弹舱系统为基础，为其接 卜探测器和火控系统， 

利用传感器系统获得目标信息。该系统的单个弹 

舱每分钟射速达到 1500发，整个系统每分钟可以 

发射 6000发 J。 

2．2 国内研究现状 

近几年，随着基础技术 的研究与应用 ，我 国在 

地雷新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成果。 

在防坦克智 能地雷 、防直升机地雷 、防巡航导 

弹地雷等技术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初步建 

立了直升机、坦克等 目标的物理特征信号相关模 

型，有的还研制了原理样机。但 目前对单个地雷研 

究较多，涉及到建立完整的障碍系统的研究较少。 

在雷场组网技术方面，主要研究了雷场网络总 

体的军事和技术需求、系统结构组成、网络覆盖区 

域、战场环境、自然环境，以及通信技术体制、工作 

方式、数据传输等基本内容。在敌我识别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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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主要研究了威胁网络安全的因素、路 由信息 

的保密性和身份识别等内容。在雷场控制技术研 

究方面，主要研究了无线遥控体制、实现的方式、传 

输的数据格式和影响通讯距离的因素等内容 。 

2．3 发展趋势分析 

综合分析可以看出，未来战场障碍系统引入了 

复合传感器阵列、微电子处理、人工智能、无线通 

信、新型战斗部等先进技术。 

采用各种传感器作为目标探测器，可探测 目标 

的声、振动、红外等物理特性和速度、方向等运动特 

性参数；中央控制器作为 目标识别单元，可识别目 

标的种类，确定攻击时机，发出各种指令信号和信 

息；自锻破片战斗部作为攻击弹药，可攻击超低空 

飞行器、坦克装甲车辆等多种目标。 

未来战场障碍系统突破了传统地雷的作战方 

式，能够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自动警戒、捕获、跟踪 

和识别目标，测定目标方位、距离和速度，在最佳时 

机实施攻击 ，从而对 目标造成最大程度的毁伤。它 

保留了传统地雷“打击、迟滞、干扰与心理威慑”功 

能，还体现了精确打击、主动打击的作战思想，将成 

为未来信息化战场上反机动作战的重要武器。 

3 未来战场障碍系统关键技术分析 

(1)目标特征参数建模技术 

这是目标探测、识别、定位和选择最佳攻击方 

式的基础。包括 各种坦克装 甲车辆、直升机、巡航 

导弹等外型尺寸、运动特征，光学、红外、振动、声、 

磁特征等，不但要建立特征参数数据库，还要建立 

数据的模糊判断规则，建立消除各种战场干扰的相 

关模型。 

(2)传感器及阵列技术 

包括震动、声、红外等各种传感器及其组网技 

术和小型雷达探测技术。单个传感器主要解决 目 

标特征参数和运动参数的获取和定向，研究增大传 

感器探测距离、精度的方法；传感器阵列主要解决 

合理布局、联合探测、目标定位、分配和提高数据传 

输速度等问题。 

(3)新型战斗部技术 

包括自锻弹丸、预制破片的形状、材质和结构， 

以及新型装药的开发等，主要解决攻击距离、弹道 

末端能量、发射和散布密集度等问题。 

(4)网络化技术 

包括传感器组网技术、战斗单元组网技术和网 

络控制技术等，对网络拓扑控制和路由组织与算法 

等开展研究，主要解决网络中自组织协同工作算法 

复杂、对网络动态变化的反应速度较慢，以及可扩 

展性、可管理性等问题，开发设计既简单、稳定，又 

时延小的算法，使之适合各种雷场网络结构和实时 

数据处理需要[1j。 

(5)无线遥控技术 

包括遥控信号的体制、编码规则、数据组成、发 

射与接收方式 、抗 干扰 等 ，主要解决在 控制 中心和 

障碍系统之间实现双向信息传递的问题。受控雷 

不但要有应答功能，还可以把战场信息传递回控制 

中心，提高遥控操作的可靠性，扩展应用空间。 

(6)信号加密和敌我识别技术 

包括跳频技术、数字加密算法、射频识别等，主 

要解决障碍系统的控制和遥控信号的安全问题_1]。 

4 结语 

目前，我国的电子信息技术在运算速度、存储 

容量、环境感知、网络通信、定位精度等方面已经可 

以满足单雷之间信息交换处理和跟踪控制的要求。 

只要在新型地雷的系统设计思想上有所突破，利用 

先进的技术手段，将相对孤立的单雷形成能够进行 

信息交互、状态可控的雷场，就能为发展未来战场 

障碍系统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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