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 

第 18卷 

6月 

第3期 

装 备 指 挥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Equipment Command& Technology 

June 2007 

Vo1．18 No．3 

武器装备作战平台信息化改造问题初探 

杜 茜 ， 
(1．装备指挥技术学院 研究生管理大队，北京 101416 

郭世贞 
2．装备指挥技术学院 装备指挥系，北京 101416) 

摘 要：武器装备作战平 台信息化改造是 当前实现武器装备信息化的重要 

途径。从武器装备作战平台信息化改造的内涵分析入手，探讨了武器装备作战平台 

信息化改造 的模式、改造 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改造过程 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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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formationalized reformation of weapon’S platfor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alize in 

formative weapon．From the implication analysis of the informationalized reformation of weapon’S plat 

form ，the paper analyses the meaning，mode，principle and measures of the informationalized reforma 

tion of weapon’S platform and puts forward some important problems in r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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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平台，是指现代各种武器系统中，具有运 

载功能并可作为火器依托的载体部分。例如在坦 

克、步兵战车、舰艇、飞机等武器系统中除火器之 

外的部分uJ。 

作战平台是武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挥 

作战效能的重要因素。武器平台可分为 4类： 

① 地面机动平台，如坦克、装 甲车等；② 空中机 

动平台，如飞机 、导弹运载工具等 ；③ 海洋机动平 

台，如舰船、潜艇等 ；④ 天基 平台 ，如未来可能 出 

现的携带武器的航天器 ]。装备作战平台信息化 

改造，主要体现为：武器平台不仅具有高防护能 

力、远航 (射)程 、高机动性和高 隐身性能 ，更重要 

的是作战平台要具备对战场信息的获取、传递、处 

理、再生和应用等一种或几种功能的能力，其结果 

是将传统的机械化作战平台改造为现代意义的信 

息化作战平台。 

1 作战平台信息化改造的意义 

1．1 是实现武器装备信息化的重要途径 

武器装备信息化是指，在国家和军队的统一 

规划和组织下，以信息化战争的军事需求为牵引， 

在武器装备的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有效 

开发和充分利用相关的信息资源，使信息技术在 

武器装备及其体系中占据核心和支配地位，在数 

量和质量上达到信息化武器装备标准的过程 J。 

信息化装备是指，信息技术含量高，信息技术对装 

备性能的提高及对其使用、操纵、指挥起主导作 

用，具有信息探测、传输、处理、控制、制导、对抗等 
一

种或几种功能的作战装备和保障装备。主要包 

括 c ISR系统、信息化作战平台、精确制导弹药 

和数字化单兵系统等 。信息化作战平台是信息 

化武器及其载体的总称。它包括信息化的坦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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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车、火炮与导弹发射装置、飞机以及直升机、 

舰艇等作战平台。信息化作战平台具有相互之间 

以及与指挥系统进行通信联络的数据链，以便于 

相互沟通信息，反映战场态势，接受作战命令；具 

有雷达、光电等传感器，用以探测敌方目标，为及 

时、精确的火力打击提供 目标信息；具有侦察、干 

扰和敌我识别设备 ，用 以增 强平 台的 自卫能力和 

识别能力；具有导航定位设备，为平台提供位置和 

时间信息。在 C ISR网络系统的联结下，信息化 

作战平台成为战场网络系统的主要节点和作战单 

元，可作为单兵数字化系统的机动依托和信息化 

弹药发射与控制的载体。作战平台的信息化改 

造，大大提高了作战平台的攻防能力，使机械化平 

台成为集“软杀伤”和“硬摧毁”于一体、攻防兼备 

的新型武器系统载体。由此可见，作战平台的信 

息化改造是实现武器装备信息化的重要途径。 

I．2 是提升现役武器装备作战效能的重要方法 

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对现有机械化作战平台 

进行信息化改造，使之具备一定的信息能力，这是 

实现武器装备跨式发展，实现复合式发展任务的 

重要途径。与研制新型信息化装备相比，改造具 

有周期短、费用低的优点。以作战飞机为例，进行 

信息化改造的周期不超过 5 a，而研制新型飞机则 

要 10 a以上，改造所需费用仅为采购新型飞机的 

1／3～1／4。从装备发展历史看，大多数大型装备 

都曾经过改造。我军现役的许多大型装备，服役 

期还不是很长，如果能在未来的使用过程中逐步 

地进行信息化改造，不仅能适应未来不断变化的 

战争需要，同时也能达到节省时间、节省经费的效 

果。特别是很多新型装备，不必等它们沿着机械 

化建设的道路走到尽头，可以根据情况按照信息 

化的要求提前进行升级改装和过渡。目前，美陆 

军 53 的装备，空海军 70 的装备已经完成了信 

息化改造，使美军武器装备的数字化水平大幅度 

跃升，部队的火力打击能力、整体突防能力成倍增 

长。例如：美军的 MIAI坦克经过信息化改造 

后，进攻能力提高了 54 ，毁伤概率提高了 1倍； 

AH一64攻击直升机的杀伤力提高了 4．2倍，抗毁 

性提高了 7．2倍 ，总体作战能力增长了 16倍 ]。 

2 作战平台信息化改造的模式 

2．1 战略性信息化改造 

武器装备作战平台实施战略性信息化改造是 

指：以机械化作战平台的机动性、防护性和可靠性 

为基础，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使作战平台运用于战 

略目的，或成为一体化 C ISR网络系统战略信息 

枢纽的平台改造。通常是为了提高对战略核武器 

的指挥控制能力 ，以及在第一次核打击后，对作战 

力量实施最低限度指挥控制而实施的改造。可选 

择高机动性和高生存性的平台作为战略性信息化 

改造的对象，如美军的战略级指挥控制系统的运 

载平台是由大型军用飞机改造而成。 

2．2 战役性信息化改造 

武器装备作战平台实施战役性信息化改造是 

指：对传统的作战平台嵌入或加装电子信息装备， 

为使之具有战场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和对抗能 

力，并能利用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等手段，对指挥 

决策的战役性信息枢纽所进行的平台信息化改 

造。例如，美军的“蓝岭”级两栖指挥舰，首舰“蓝 

岭”号于 1970年 l1月开始在美海军太平洋舰队 

服役至今，第 2艘“惠特尼山 号于 1971年开始， 

在大西洋第二舰队服役至今。它们都经过不断的 

改造和升级，成为具有战役指挥性质的作战平台， 

1987年和 1996—1997年按照舰队旗舰 的要求取 

消了部分原有武器，对指挥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改 

造 。特别是在 1987年改造 中，“蓝岭”号加装 了 2 

座 MXI5“密集阵”近程 防空武器系统 、MX36无 

源电子干扰装置和 SLO一32电子战系统，在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蓝岭”号承担多国部队海上兵 

力指挥舰的任务。 

2．3 战术性信息化改造 

武器装备作战平台实施战术性信息化改造是 

指：对机械化作战平台嵌入或加装电子信息装备， 

为提高作战平台对 目标的探测、识别、定位、精确 

打击和一定的信息对抗能力所进行的改造。这一 

方式的改造有利于迅速利用信息技术提升装备的 

性能。这也是进行信息化改造的主要途径，如在 

海湾战争中，加装数据链的一架单座 F-I17战斗 

机携带 2枚 908 kg质量 的制 导炸弹所达到的作 

战效果，相当于一架未经信息化改造的13-52轰炸 

机飞行 4 500架次，投弹 9 000枚的作战效果 J。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使用的 M109A6“帕拉丁” 

自行榴弹炮、M270多管火箭炮等，都是在原有火 

炮基础上加装了先 进的火控系统和 电子设备，从 

而使反应能力、生存能力、杀伤能力和可靠性有了 

大幅度提高 。 

3 作战平台信息化改造的原则 

3．1 理论牵引。严密组织 

作战平台的信息化改造必须首先从理论研究 

人手，以作战需求为导向，以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 

法进行科学规划。必须综合运用各种军用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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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理清思路、找准关键、以点带面、整体推进。武 

器装备作战平台的信息化改造事关全局，意义重 

大，因此 ，必须统筹规划 ，科学管理 ，严密组织 。在 

科学确定改造内容和项 目的基础上，进行先期改 

造的演示试验，在改造试验取得成果后再推广 

应用 。 

3．2 渐进实施 。滚动推进 

武器装备作战平台的信息化改造问题不仅是 

单件武器装备信息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改造 

后的武器装备融人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之中，成 

为战场网络体系的作战节点。因此，我们不能走 

美军“烟囱式”信息孤岛的老路。要充分考虑军队 

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趋势，统一平台信息化的协议 

和标准 ，做到系统开放 ，预留接 口。这是一个渐进 

实施 、滚动推进的过程 ，是不断提高、动态调整的 

过程 。 

3．3 以我为主。自主创新 

我军作战平台的信息化改造不能采取简单的 

“拿来主义”，被动跟踪外军，而是要超前思维，跨 

越式发展。对于信息技术的“后发优势”可以理解 

为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落后国家利用信息技术 

的广泛扩散性，可以直接跨越信息建设的某些初 

级发展阶段，直接进人当前较高阶段。比如扩频 

技术具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抗多径衰落能力和 

保密性。我们可以直接将其用于提高平台的信息 

传输能力而跨越某些阶段。但是，发达国家对落 

后 国家在核心军事技术上的封锁不会消除，因此 ， 

在软、硬件关键技术的研制上要力求突破“瓶颈”， 

实施 自主创新 。 

3．4 科学决策。权衡费效 

科学决策是进行成功改造的前提。对平台改 

造前，要根据装备作战需求、战技性能、寿命期限， 

以及我军武器装备体系的发展方向，认真研究改 

造什么样的平台，改造成什么样的平台等问题 ，确 

定改造重点和方向。权衡费效，一是要对平台改 

造的全寿命费用进行估算并与新研装备进行 比 

较，处理好新研与改造的关系；二是对改造后的武 

器装备平台进行费效分析 ，定量分析改造 的成效 。 

4 作战平台信息化改造的方法 

4．1 作战平台自身的信息化 

对作战平台进行信息化改造，首先是对作战 

平台本身进行信息化改造，其目的是改善和提高 

其本身的机动性、防护性、可操作性、可维修性等 

等。如加装自动驾驶仪、故障诊断专家系统、导航 

定位设备、先进火控系统等。平台自身的信息化 

是装备发展中信息化带动机械化的重要措施，能 

极大地提高平台的作战效能。 

4．2 作战平台信息功能扩展 

扩展作战平台的信息功能是指加装多种信息 

传感设备，以便探测敌方 目标，为实现精确火力打 

击提供 目标信息；加装计算机系统实现平台与 

C ISR系统联网；加装数据终端和路由器等设备， 

对战场有效信息进行数据交换处理I力口装敌我识 

别系统，实现敌我 自动识别；加装电子对抗系统， 

实施对敌干扰和压制，并保护己方信息安全等。 

扩展作战平台的信息功能要根据平台的物理 

特性和作战平台执行的任务来进行改造。信息化 

平台的发展趋势是加强平台与综合电子信息系统 

的联网能力，平台所需的战场信息，如目标位置信 

息等可从战场感知网络系统中获得。这样可以减 

少战场信息流量拥塞，降低恶劣战场环境对加装 

在平台上的信息设备的影响。 

5 信息化改造应注意的问题 

5．1 注重顶层设计 

注重顶层设计是美军信息化建设 的重要经 

验。作战平台的信息化改造不是简单地在作战平 

台上嵌人或加装电子设备，而是要使装备形成信 

息化装备体系，最终构成信息化的作战体系，为信 

息化战争服务。因此，对作战平台的信息化改造 

也要注重顶层设计问题。要由军方牵头组织，根 

据作战任务需求，制定武器装备作战平台信息化 

改造 的法规 、制度、标准等，进行 系统 的总体设计 

与规划，集 中军内外一切科研力量联合攻关 。 

5．2 运用成熟技术 

信息技术的发展 日新月异，许多高新技术的 

突破都会产生巨大的军事效益。在武器装备作战 

平台信息化改造的具体实践中应该使用那些经过 

实践检验的成熟技术 。一方 面，恶劣的战场环境 

和电子设备的脆弱性要求改造所用的技术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尤其是对战略性信息化平 

台的改造 ，更是要确保其安全防护性 。另一方面， ～⋯ 

运用成熟技术进行信息化改造可以降低改造风 

险，提高改造效益。对平台的信息化改造具有一 

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有许多项目下马和中止， 

国内外不乏先例，其中大多是因技术的不成熟和 

所需研发费用过高所致。 

5．3 进行分类改造 

对武器装备作战平台进行分类信息化改造是 

指：按军事需求赋予作战任务，根据作战任务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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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环境确定信息化作战平台所具有的信息功能， 

按平台的作战功能进行分类来实施信息化改造。 

武器装备作战平台可具有的信息功能一般包括： 

指挥控制、预警探测、情报侦察、信息对抗等。由 

于平台的机械特性所决定的平台的机动力和防护 

力各不相同，因此对平台改造要因物而异，不要追 

求大而全，除使平台具备基本的信息功能外 ，其他 

信息功能的扩展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平台具备的 

基本信息功能是指，战场数据交换功能，信息化弹 

药控制功能等，如美军对作战平台加装数据链系 

统以扩展平台的基本信息功能。对飞机、坦克、舰 

艇、航母、潜艇等不同的作战平台实施信息化改造 

的重点应有所不同。 

5．4 强调 系统集成 

系统集成又称为系统之系统(system of sys— 

tern)，是指取得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即多 

个功能系统有机地集成之后，其间的相互作用(相 

互服务)会产生超 出每个成员系统功能 的新的功 

能。信息系统的集成和融合是信息技术的重要特 

征之一，它将各 自独立的作战体系在更高层次、更 

大范围、更大规模上实现更大系统的整体协调与 

效能优化。陆、海、空、天基的各种作战平台经过 

信息化改造后 ，在一体化 c ISR系统的协调下， 

形成巨大的战场“信息伞”。改造后的信息化作战 

平台，具有单个平台所不具备的战场感知能力、精 

确打击能力和较高的战场生存能力，这也是对作 

战平台进行信息化改造的目的。 

5．5 兼顾复合发展 

在对武器装备作战平台进行信息化改造的过 

程中，要兼顾平台的复合式发展。所谓复合式发 

展是指：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信息化带动机械 

化。平台的机械化和信息化是递进发展的关系。 

机械化是信息化的基础，信息化是机械化的必然 

发展趋势。平台的物理防护性和机动性是机械化 

技术的集中体现，离开机械化平台，信息作战功能 

就会失去依附的载体，离开信息技术，机械化平台 

许多作战性能，如远程精确打击、战场感知等性能 

也不可能存在。有的专家认为，现代作战平台的 

机械或物理性能其实远没有达到其极限，材料技 

术 、先进动力技术、能源技术的发展会进一步推动 

平台物理性能的提高。在装备信息化建设的过程 

中，用信息技术提升现役装备作战效能是正确的 

方向，但忽视对机械化平台的发展，会使信息化装 

备失去发展的基础。正确处理机械化与信息化的 

关系是武器装备作战平台信息化改造中的重要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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