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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了世界主要航天大国对空间、指挥等概念的界定，研究了指挥 

的内容和范围，阐述了对空间作战指挥问题的理解，指出了空间战略及其指挥理论逐 

步突显“零准备”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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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Basic Issue of Space Comman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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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studies the concepts of space and command which are defined by different 

principal spacefligh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 also studies the contents and extension which are 

should be grasped in the space operation command．The paper gives the description of understanding 

of some issues．At the same time，we pointed out actively to make space operation command theoreti— 

cal research，just to“zero—preparation”was to draw the way out of leading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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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战争的形式 、规模和 

指挥手段不断演进。以军事形态发生变化作为根 

本性的标志，人类社会已发生过金属化、火药化、 

机械化、智能化的战争。基于空问的智能化战争， 

是历代战争的延续，但不会是终结 J。 

航天技术发展推动了太空军事化的进程，是 

高技术迅猛发展并在太空领域广泛应用的必然结 

果。太空军事化的核心是利用信息优势，将技术 

与先进的作战思想和军队编制体制更紧密结合起 

来，从而发挥现有技术的潜力，使军事能力产生革 

命性的跃升。 

太空，将成为 21世纪的战场已不再是神话； 

太空作战，正逐渐由一个科学概念变成世界上军 

事大国的实际行动。迄今为止，美军已经举行了 

3次代号为“施里弗”的太空战演习，加紧研制空 

问对地武器攻击系统“上帝的惩罚”，加快部署国 

家导弹防御系统，积极推进太空军事化。美国还 

打算对所有国家关闭囊括从地球到月球之问所有 

太空区的“近地太空”使用权。俄罗斯已于 2001 

年 6月 1 El正式组建 了由别尔米诺夫上将任司 

令，由空问弹道导弹防御力量、军事航天力量和指 

挥机关组成 的独立军种“天军”。甚至连韩国也有 

组建“天军”的动议 。鉴 于美俄在太 空的军事行 

动，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指出：危险的空问作战已 

经真正开始。 

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发展的必 

要条件，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其中，先进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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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指挥理论和正确运用又是战争制胜的精髓。这 

场空间争夺战无疑将为我国的国防发展和军队建 

设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抓住机遇将获得军事能 

力的巨大变化和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而丧失机遇 

则有可能迅速落伍，加大与先进军事水平的差距， 

危险性显而易见。因此，加强我军空间作战领域 

的理论研究，积极应对挑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和现实意义 。 

2 指挥的概念 

空间又称为太空『2]、外层空间或外空，简称 

“天”，是汉语的固有名词。国际和平利用外空委 

员会用“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宇宙空间”表示空间； 

国际航空联合会把空间定义为“100 km高度为大 

气层的上界”。近地空间概念的出现，通常是把大 

气层之外距地球海平面 10～100 km的区域称为 

“近地空间”，距地球海平面 100 km 以上的区域 

称为“太空”。 

空间作战(space operation)的概念，最早出 

现于 1971年美国空军颁布的 AFM1—1号条令 

中。该条令认为，空间作战是指包括空间控制 

(space contro1)、力量加强({orce enhancement)和 

空间支援 (space support)等在内的一系列作战 

行动。 

2．1 美军的界定 

根据 1998年 8月美 国空军颁布的《空间作 

战》条令和 2000年 1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的 

《联合条令——空间作战的战术、技术和程序》(草 

案)，美国军方目前对空间作战的定义是：包括空 

间战斗(空间控制和力量运用)、战斗保障(主要指 

力量加强)、空间支援(包括航天器发射、在轨维护 

等)在内的一系列作战行动或军事活动L3]。 

2．2 前苏联／俄罗斯的界定 

空间作战是在国家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领导 

下，使用空间武器及空间军事系统，抗击敌空间武 

器及空间军事系统，以削弱敌人的空间力量、夺取 

制天权为目的作战行动的总合。 

2．3 我军的界定 

1993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战争、 

战略分册》中将空间作战定义为：敌对国家在外层 

空间进行的军事对抗，亦称空间战或太空战。包 

括外层空间的军事攻防行动，由外层空间攻击空 

中或地面目标的行动，以及由地面或空中实施的、 

目的在于破坏航天系统或使之失效 的行动L4]。 

199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的定义 

为：太空战，亦称天战，敌对双方主要在外层空间 

进行的军事对抗活动。包括外层空间的相互攻防 

行动以及外层空间同空中或地面之间的相互攻防 

行动。 

空间作战，是以空间武器平台为主进行的战 

争。它是以国防信息基础设施为基础，以指挥信 

息系统为依托，以数字化战场为支持，以空间武器 

为平台的陆海空天一体化联合作战L5]。 

空间作战指挥，是指空间作战指挥员及其指 

挥机关，依据上级的意图、受领的任务和作战环境 

等情况，对所属航天部队的作战行动所进行的运 

筹决策、计划组织和协调控制等活动。总之，空间 

作战指挥是完成空间作战组织、实施而进行的领 

导活动 。 

空间作战指挥活动，是指指挥员及其指挥机 

关依据指挥程序对所属部队和相关部队实施的思 

维与行动。 

空间作战指挥理论，是指关于空间作战指挥 

及其活动问题的系统化理性认识和知识体系。它 

产生于空间作战指挥实践，又给空间作战实践以 

指导，并受其检验。 

3 指挥的研究内容 

空间作战指挥是军队指挥学的内容之一，主 

要研究空间作战指挥 的基本理论 、原则 、形式 、方 

法等。 

航天技术和军事实力的发展，必然引起军事 

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引起作战形式乃至军事理 

论变革。一般而言，空间作战指挥理论要经过 4 

个发展阶段：一是发散期，又称幻想期；二是顿悟 

期，也叫准备期；三是行动期，也称实施期；四是运 

用期，或作战应用期。 

3．1 指挥理论 

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指挥理论、指挥原则、 

指挥方式、指挥体制、指挥要素、指挥机构、指挥艺 

术、指挥跨度、指挥重心、指挥能力、指挥保障、指 

挥协调、指挥活动、指挥程序、指挥效能、指挥环 

境、指挥系统、等指挥体系的内容 。 

3．2 指挥控制过程 

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空间作战预想、空间作 

战计划组织、空间作战过程控制 3个阶段的功能、 

活动和要求。空间作战预想是整个战役的前期准 

备阶段，主要完成对敌、我态势图的形成及情报信 

息的收集、分析、判断，正确理解上级指挥员的作 

战意图，辅助指挥员定下决心；空间作战计划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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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主要完成作战计划的拟制，作战行动组织，部 

队、武器的准备和机动，进入作战待命状态；空间 

作战过程控制阶段主要完成作战命令的执行和战 

场空间的控制管理以及空间作战目标的定位和武 

器 的选择 。 

3．3 航天力量作战任务 

研究的主要内容突出控制空间、空间支援、增 

强部队作战能力 3部分内容。控制空间即夺取和 

保持制天权，主要内容包括：保护本国的航天系 

统，保护本国陆地和资产不受敌方航天系统或通 

过空间的其他攻击系统的攻击，摧毁敌方空间力 

量；提供空间支援，主要内容包括：向空间部署和 

保持军事装备和人员、战斗支援、战斗空域控制、 

搜索与救援等；增强部队作战能力，主要内容包 

括：航空航天监视、气象预报、指挥与控制、通信与 

导航等。使用空间力量进行空间作战，主动控制 

空间，并对地球上的冲突施加影响，包括战略性空 

间进攻、战略性空间防御、反空袭作战、空中遮断 

袭击作战和近距离空中支援等。 

3．4 指挥信息系统能力 

确定空间作战联合指挥控制的核心能力。 

1)具有所有空间作战级别的通用作战图像， 

提供战役战术行动战场环境、敌我位置等共享图 

像系统，包括敌军的作战序列、位置、状态以及作 

战意图 ，友军的作战序列、位置、状态和作战意 

图，非战斗单元的位置和作战意图，友军空间装备 

的状态，地理空间数据，气象，后勤，政治军事情 

报等。 

2)具有 自适应制订计划的能力，包括自适应 

计划编制、改进的安全途中通信包、联合作战任务 

规划，并根据战场态势变化及时调整计划的能 

力等。 

3)具有协同信息环境的能力。 

4)具有完整不问断情报的支持能力，发展联 

合情报侦察监视能力，提供近实时、综合和反应快 

速的态势感知能力等。 

5)具有联合火力和机动指挥控制能力，包括 

定位、识别和跟踪 目标，选择、组织和运用适当的 

系统攻击目标，评估攻击结果，根据需要再组织攻 

击的能力等 。 

6)具有空间作战部队防护指挥控制能力，应 

有战术空间作战指挥控制系统、战区空间作战指 

挥控制系统、生化核防护指挥控制系统。 

7)具有部署部队的计划制定和管理能力。 

8)具有后勤的计划制定和管理能力。 

9)具有作战装备的计划制定与保障能力等。 

3．5 制约因素 

制约因素包括国家打一场空间战争的能力、 

利益和政治。另外，制约因素还包括相关国际法 

规，如太空法、战争法、国际公约和 日内瓦公约 

等等。 

4 研究指挥活动应把握的问题 

军事理论的产生是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起来 

的。当前的军事理论不完全适应于太空战争，现 

时的作战理论同样也不可能完全适应空间作战指 

挥，必须创新空间作战指挥理论。空间作战指挥 

的实质是将诸空间力量与诸军兵种作战力量融为 
一 体的实时联动作战活动，运用整体合力，迅速抗 

击敌人 。 

4．1 把握指挥的特征 

研究空间作战要正确把握空间作战的特征。 

归纳起来，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指挥模式一体化。基于系统化体系对抗 

和全维化空间特征的一大批高技术广泛应用于军 

事领域，使战场空间日趋扩大，交战方式呈现多样 

性，指挥过程趋于程式化，指挥活动趋于精确性， 

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作战方式向“非接触、非线 

性”方向发展，其指挥模式也会相应地发生了变 

化，呈现出一体化的发展大势：指挥体制跨度大、 

递阶少 ，实现扁平 网络指挥 ；指挥手段趋 向 自动 

化，集情报、通信、指挥、控制于一体，实现信息搜 

集、信息分发和信息处理的三位一体；指挥范围多 

维化，从陆地、空中、水面、水下扩展到电磁空间乃 

至太空；情报信息一体化，战场信息量剧增，且信 

息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横向流动，实现授权信息资 

源的联合共享。 

2)指挥活动透明度提高。基于信息化网络 

系统和浓缩化时间特征的信息技术发展和信息化 

装备的大量使用，使战场信息和指挥活动的技术 

化程度越来越高，信息的获取、分发、传输和处理 

主要由信息系统 自动完成，空间战场感知能力获 

得了质的飞跃 ，战场指挥活动透明度也大幅度 

提高。 

3)指挥决策由概略向精确发展。基于精确 

化作战、高度融合力量和计算机技术，空间作战指 

挥决策已经由概略向精确发展。在以往的作战 

中，时间区分通常以小时为单位，目标指示通常以 

1O 1TI为单位等，这就决定了以往的指挥决策较为 

粗略。如今，计算机系统的强大计算能力，可以对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44 装 备 指 挥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2007年 

日益增多的战场信息进行快速精确计算，做到既 

快又准 ，精度可达到秒级、米级 ，甚至更小_6]。 

4)指挥信息系统至关重要。基于空间信息 

获取、空间信息传输、空间信息处理、空间信息分 

发、空间信息对抗、空间信息保障支持等功能的指 

挥信息系统，是多维立体的信息系统，将空间力量 

与诸军兵种部队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各种情报 

信息能够实时或近实时地共享，信息传输顺畅，指 

挥员能够实时掌握战场情况，准确控制作战行动， 

快速重组打击力量并展开新的行动。 

除此之外，空间作战指挥还被赋予了不断变 

革的“全维作战”理论、“全球作战”理论、“制天权” 

理论、“非对称”作战理论、“非线式”作战理论、“零 

伤亡”理论和“顶点”作战理论等所带来的其他 

特征 。 

4．2 处理好弃 旧与扬新的关 系 

太空战争伴随着作战指挥，会发生一系列新 

的、深刻的变化。但是扬新之时不可完全弃旧。 

用科学态度和思维来考量这一 变化就会发现 ，未 

来空间作战指挥在继承的过程中又大力创新。特 

别一些指挥过程中的现象必须引起重视r8]。 

1)指挥模式一体化没有完全改变分层指挥 

的模式，传统的指挥理论不会被完全否定。在未 

来一段时间内，指挥模式一体化，不会从根本上跳 

出传统分层式指挥模式。因为其扁平化指挥体制 

并没有完全取消中间层次，作战指令仍然需要经 

过中间层次的理解、细化、转发，到达指挥末端，不 

同的是中间层次减少，信息流程加快。因此，研究 

空间作战指挥理论应在继承传统理论合理内核的 

基础上，着力研究信息化对空间作战分层指挥的 

影响和要求，提出能用、管用 的空间作战指挥 

理论。 

2)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没有使战场完全透明， 

传统的人工手段在指挥流程中仍不可缺少。不管 

信息感知、处理技术多么发达，空间作战指挥活动 

的信息化和自动化并没有使战场真正透明，单纯 

依靠技术化的信息系统，还难以适时准确地掌握 

所需的各种信息，人工参与的各类信息活动在指 

挥流程的各环节仍不可缺少。因为，无论信息技 

术和 C IRS系统如何发展，也永远不会完全代替 

人的功能，只有加大力量实现人机最佳结合，才可 

能把空间作战指挥活动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 

层次。 

3)指挥决策精确化没有改变作战决策的创 

造性，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仍具有重要地位和作 

用。空间作战指挥活动既要考虑和依托各类信息 

化的决策手段，还要考虑和依托指挥人员的自身 

素质及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任何现代化的决策手 

段和方法，都是凭借指挥员的主观指导能力来产 

生指挥活动、指挥艺术 、指挥水平和指挥效果，这 

始终是创造性决策的前提和基础。 

4)指挥控制实时化并没有完全脱离上级意 

图，预先制订计划仍是作战指挥的一个重要环节。 

空间战场的指挥控制活动，不再是按部就班，更多 

的将是见机行事。指挥控制的重心由战前的运筹 

部署 向战中的随机调控转移 。这种实时化的动态 

控制方式，目的是能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战果和 

更小的损失来完成上级预先制订的总体作战计 

划，达成既定的作战目的，但并不是完全脱离整体 

计划的随机盲动，也不可能完全排斥预先的作战 

计划。因此，预先计划在空间作战指挥中依然具 

有重要价值而不容忽视。 

4．3 重视“零准备”的趋势 

“零准备”是现代战略的新趋势，是“落后就要 

挨打”的最新诠释。空间作战的“零准备”，有 3层 

含义。 

1)先进的、控制着航天科学技术一方的“无 

不准备”。当科学技术领先方 占领了航天技术和 

信息技术的制高点后，必然从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人才等各个方面进行长期、周密、充分的准备， 

并逐渐开展对空间作战理论、空间武器装备、空间 

战场环境的研究，逐渐形成太空作战模拟、空间作 

战指挥、太空作战法规等一系列配套的空间军事 

理论 。 

2)科学技术落后的、非对等防御一方的“无 

准备”。航天技术落后的一方，即使在战略上有做 

好准备的愿望，也会由于综合国力、航天装备、人 

力财力等的限制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不可能做到 

全面准备，因而在全局上将处于真正的“无准备” 

状况。 

3)航天 技术 的非对称现状 不会 快速 消除。 

由于航天技术水平的不平衡，落后的一方会相对 

失去空间的主动权，极可能是明知“谁将来打”，但 

不知“何时打”、“怎么打”和“打什么”，从而在空间 

战略和战术上处于“无准备”的险境，甚至会拉大 

在空间作战指挥理论上的差距 。 

先进的军事理论，历来是军队建设健康发展 

的必要条件，是战争的重要制胜因素。正确理解 

空间作战“零准备”趋势，摆正我国在空间战略上 

“零准备”的位置，思考空间作战“零准备”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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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空间作战指挥“零准备”的行动，是军事理论 

界同共同思考的重大问题。 

除把握好上述特征、关系和趋势外，还应密切 

关注由军事理论与自然科学交叉产生的边缘学科 

而引起的新军事理论、新武器装备、新样式战法的 

跃升 ，这种跃升往往会使一个概念在较短时间 内 

变成一种军事行为或行动。“天军”及其引起的一 

系列军事变革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5 结 论 

本文阐述了未来作战中航天指挥领域中的一 

些基本概念 、研究内容和应把握的问题 ，意在抛砖 

引玉引起共鸣。空间作战指挥受任务、目的、要求 

和协作关系、指挥体制的影响，还受创新作战思想 

与传统军事思想的影响。研究指挥，战法先行、理 

论先行和参战指战员观念的转变是极其重要的。 

航天指挥问题要超前进行，开展指挥的理论研究 

是一项基础和根本性的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值得着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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