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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炮兵信 息对抗能力综合评估方法 
黄子才，石 影，洪 钧 

(解放军炮兵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摘 要：信息化战争使炮兵信息对抗对整个炮兵作战能力的发挥影响甚大。为科学评估炮兵信息对抗能力，对其 

信息对抗能力体系进行全面的分析，建立了评估指标体系；并利用模糊评定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了炮 

兵信息对抗能力综合评估模型，从而为综合评估炮兵信息对抗能力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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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Inf0rmation Confrontation 

Capability f0r Information．Artillery 

HUANG Zi—cai， SHI Ying，H0NG Jun 

(Artillery Academy，Hefei 23003 l，China) 
Abstract：W ith the information war has come to being．the influence of artillery’S information confrontation play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artillery operation、To assess artillery’S information confrontation scientific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information confrontation system，establishes the index system of assessment，sets up a 

model for artillery’S information confrontation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with the method of fuzzy decision and 

combining with AHP．thus offers an effective way for artillery’S information confrontation to make comprehensive 

assessm ent． 

Key words：artillery；the system of assessing the index；assess the method． 

随着未来战争信息对抗的日益激烈，炮兵信息对 

抗已成为炮兵作战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炮兵信息对 

抗，是炮兵独立遂行火力战或在联合作战编成内遂行 

火力作战行动的过程中，炮兵信息对抗力量围绕炮兵 

作战企图和任务及整个战略需要所实施的一系列作战 

行动。而炮兵信息对抗能力，是炮兵作战时进行信息 

资源争夺的能力，是炮兵信息对抗力量建设的依据和 

要求，对其能力的评估也就成为炮兵信息对抗行动不 

可或缺的方面。因此，对炮兵信息对抗能力评估，必 

须建立在对炮兵信息对抗活动的认识基础之上，通过 

评估，正确掌握炮兵信息对抗能力，发现其能力缺陷 

并又针对性地加强薄弱环节，从而提高现有的炮兵信 

息对抗能力。 

1 建立评估指标体系  ̈-剐 

炮兵信息对抗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保护我炮兵信息 

和信息系统的安全，破坏敌方的作战信息和信息系统， 

削弱其信息的获取、处理、传递和使用能力。因此， 

炮兵信息对抗能力主要体现在炮兵信息支援能力、信 

息攻击能力和信息防护能力三个方面，而炮兵信息支 

援能力又可分为信息获取能力、信息传输能力和信息 

处理能力。根据炮兵部队信息对抗的装备，人员和作 

战需求、任务等具体情况，我们建立了以“信息获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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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信息传输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信息攻击能力、 

信息防护能力”为基础的炮兵信息对抗能力评价的指 

标体系；同时，由于在炮兵信息对抗过程中，具体的 

影响因素众多，一级指标不可能有效的评估炮兵信息 

对抗能力，必须将其一级指标进行具体细化，建立相 

关的二级指标。以下是炮兵信息对抗具体的一级和二 

级评估指标 、 ，其相互问关系见图 l。 

炮兵信息获取能力 Q ：对敌方目标进行全面、系 

统、可靠、实时和准确地侦察、监视、分类、定位的 

能力。 

获取信息的全面性 Q 对炮兵作战所涉及到的 

战场环境的信息收集范围和广度。 

获取信息的系统性 Q ：：所收集信息的全局性， 

对整个作战行动的影响程度。 

获取信息的准确性 Q ，：通过对所收集的信息与 

实际的战场情况之间比较，根据其差异性来判断。 

获取信息的可靠性 Q。 ：收集信息的可靠程度。 

炮兵信息处理能力 ：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识 

别、破译、分析、综合、显示等处理的能力。 

信息的综合能力 Q2 ：主要通过对有效综合的信 

息与信息总数量的比例来衡量。 

信息处理密度 ：：在一定时间内，整个信息处 

理系统能够同时处理信息的能力。 

信息存储能力 ，：不仅包括炮兵信息系统中总 

存储能力，还包括对信息分类存储能力。 

信息处理质量 Q ：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对信息 

进行准确、及时的识别、分析、综合等处理的能力。 

炮兵信息传输能力 Q3：通过炮兵通信传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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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实施快速、准确、安全传送到信息接收方。 机制和原理，找出缺陷，为我所用。 

信息传输的数量 。：在同一时间段，能传输信 

息的数量。 

信息传输的质量 Q，z：在信息传输过程中，通过 

对信息传输的保密程度、误码率等来判断其质量。 

信息传输的速度 Q3，：做到实时或近实时的传输 

能力。 

炮兵信息攻击能力 ：是指对敌人信息系统的干 

扰和破坏能力。 

切断敌方信息来源能力 。：切断敌方信息获取 

和信息传输渠道能力，包括反情报和电子战能力。 

摧毁敌指挥信息系统能力Q ：：主要是摧毁能力， 

包括以炮兵精确制导武器为主对敌信息系统设备的摧 

毁和炮兵特种作战行动对敌信息系统中关键部位及设 

备的破坏等。 

信息网络渗透能力 Q4，：能顺利地进入敌方保密 

的军事信息系统，在敌信息中注人噪音，制造假信息， 

并将我方的信息加入到敌信息之中，具备直接向敌信 

息系统注入病毒的能力。 

剖析敌方信息系统软件和硬件能力 Q“：对敌使 

用的软件平台和应用软件以及硬件设备，弄清其运行 

心理攻击能力 5：对敌进行有效的心理战宣传、 

火力打击造成的心理威胁的能力。 

炮兵信息防御能力Qs：保护炮兵信息完整和信息 

系统安全的能力。 

抗信息封锁能力 。：在遭敌信息封锁之下，保 

障炮兵信息畅通，排除干扰和破坏的能力。 

信息系统的抗毁能力 Qsz：抗击敌方对信息系统 

实施硬打击的能力，包括抗击敌硬打击的措施的多少， 

可行性以及进行设备维修和排除故障的能力。 

信息系统的人侵告警能力 95，：对敌可能攻击行 

动能及早发现并告警，发现时间越长，告警能力越弱。 

遭软破坏的恢复能力 Qs ：在遭敌软打击时能及 

时消除影响，排除干扰，恢复被破坏的数据及应用软 

件的能力。 

脆弱性评估能力 ：能发现信息系统的缺陷和 

易遭敌攻击的部位的能力，并能提出弥补措施。 

作战保密能力 Q ：对炮兵的信息、秘密资料进 

行保密，防止被破解和被窃取的能力。 

心理防御能力 Q57：能有效地抵制敌心理战宣传， 

保证官兵作战斗志和良好的战场心态的能力。 

2 建立评估评判集 

图 1 炮兵信息作战能力指标关系图 

各指标因素对炮兵信息对抗能力的影响各不相 

同，为体现这种差异性，就需要根据指标对炮兵信息 

对抗影响程度来对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值。本文采用 

专家组评分法来建立评价集，并根据军队现有情况和 

有关规定 ，可将评价等级设为四级：很强、强、一般、 

弱，即 y= {Y1，Y2，Y3，Y4}。 

对于建立评判矩阵，由于评估因素树为二级，对 

于单囚素 ，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出对评判集 y的单 

因素评判矩阵R ；对于高层因素集 可利用层次分析 

法来计算出各因素的分量权重。 

2．1 建立单因素评价矩阵 

对于单因素指标，如获取信息的全面性指标 Q⋯ 

由专家组直接进行处理。对 10个专家进行调查，其中 

3个认为获取信息的全面性“强”，7人认为“一般”。则 

专家对获取信息的全面性的评分隶属于评分等级的隶 

属度为[0，0．3，0．7，0]。同理，可以得出所有单因素 

指标的隶属度，并建立起单因素评价矩阵为： 

Rf= 

Yil1 Yil2 Yi13 Yi14 

Yi：l Yi22 Yi23 Yi24 

1 Yi)2 Yos Yo4 

其中0<i 5，，根据一级指标所属的二级指标数 

而定，尺 为各单因素的评价矩阵，Yuk(0<k S 4)为 

专家对二级指标的评分等级的隶属度，见表 1。 

2．2 建立权值分配向量 

对于一级指标 和二级指标 的权值分配，按 

照层次分析法的两两因素之间重要程度对比的 1-9标 

度法，按照实际情况和专家评定得出权重分配。 

2-2．1 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 

以二级指标为例，按照层次分析法的两两因素之 

间重要程度对比1-9标度法，建立判断矩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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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炮兵信息对抗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Cf= 

Cf Q，l 

Qfl afll 

Qf2 af2l 

Q a l 

(2) 

其中0<i 5，J、m根据一级指标所属的二级指标数 

而定，n咖表示指标 比QJ 的重要度 ，利用公式： 

= ∑aij JEZai~m (3) 
rn=-I j=l m=-I 

其中，n为一级指标中二级指标的个数，再根据最大 

特征值公式或利用数学软件 Mathematica计算最大特 

征值丑一 。 

2．2．2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一 致性 c 指标反映一个一致性正互反矩阵的元 

素受扰动同时又保证正互反性而得的矩阵偏离一致矩 

阵的程度 ，则 

C， ： 二竺 (4) 

为了判断维数较大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引入随 

机一致性指标彤 。则随机一致性指标 ，随矩阵阶数 

n的变化如表 2所示。 

这时，相对一致性指标 CR，为：CR =cI／RI。 

表 2 Rl值随 ，7变化表 

n 3 4 5 6 7 8 9 

Rl 0，58 0．9O 1．12 1．24 l 32 1．4l 1．45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若 CR <0．1时，认为判断 

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若CR >0．1，则应修改 

判断矩阵，重新计算，直至 CR <0．1。这样就可以得 

出，各指标的权重：a』=(a af2，⋯，a， )。对于 
一 级指标的权值计算，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得出 a 
= (口1，口2，a3，a4，a5)，见表 1。 

3 建立评判模型H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分别建立了炮兵信息对抗能 

力评估的单因素评价矩阵和一级指标的权值分配向 

量，为建立评判模型打下基础。 

3．1 确定二级指标评判向量 

对于二级指标的评判向量的确定，需要利用专家 

组确定的单因素评价矩阵 R ——公式 (1)和各指标 

的权值向量 a ，根据公式 

Bf=a ·Rf (5)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二级指标的评判向量 B尸(b 

bf2，⋯，bf4)，其中0< 5。 

3．2 确立一级指标评判向量 

对于一级指标的评判向量的确立，可直接利用已 

求出的二级指标的评判向量 ，构建一级指标的模糊 

评判矩阵R，。 (下转第7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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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反舰导弹单方向攻击毁伤概率表 

＼ 份 ) 
60 30 20 l5 l2 

( ＼  
】 o．03080 0．05928 0．08568 0．̈ 03 0．I 336 

2 0．06l4 0 l178 0．1695 0．2l66 0．2594 

3 0．0920 0．1757 0 2509 0．3l75 0．3762 

4 0．I225 0．2326 0．3292 0．4lI9 048l4 

5 0．1 528 0．2885 0．4039 0 4980 0．572 l 

3．2 两个方向攻击 (rr~-2) 

两个方向攻击即导弹从两个方向 来袭，即m=2， 

并且每一群目标来袭平均时间间隔 1～5秒不等，我方 

导弹武器系统参数同上所述。则不同的目标来袭强度， 

不同的火力单元数量条件下，目标的突防概率与毁伤 

概率如表 3、表 4所示。 

表 3 反舰导弹两个方向攻击突防概率表 

＼ !垫／分) 60 30 20 l5 l2 
n(1＼)＼  

l o．9808 0．9630 0．9465 0．93 l1 0．9 l 67 

2 0 9259 0．862l 0．8064 0．7576 0．7l43 

3 0．8926 0．8048 0．73 l 2 0．6682 0．6 l 35 

4 0．86 l1 0．7525 0．6638 0．5896 0．5265 

5 0．83l2 0．7040 0．6025 0 5l92 0．4496 

表 4 反舰导弹两个方向攻击毁伤概率表 

＼、五(枚份) 
n(个 60 30 20 l5 l2 

l 0．0l536 0．0296 0．04280 0 055l2 0．06664 

2 0．05928 0．1】03 0．1549 0．1939 0．2286 

3 0．08592 0．1 562 0．2 l 50 0．2654 0．3092 

4 0．1】l1 O l 980 0．2690 0．3283 0 3788 

5 0．1350 0．2368 0．3l80 0．3846 0．4403 

表 5 反舰导弹三个方向攻击突防概率表 

60 30 20 l5 l2 
n(爪) ＼＼  

l o．9862 0．9743 0．9633 0．953 l 0．9435 

2 0．9496 0．9072 0．870l 0．8376 0．8087 

3 0．8929 0．8065 0．7353 0．6757 0．6250 

4 0．8620 0．7568 0．6745 0．6072 0．55 l1 

5 0．8332 0．7l30 0．62l0 0．5478 0．4877 

3．3 三个方向攻击 (m=-3) 

三个方向攻击即导弹从三个方向上来袭，即m=3， 

并且每一群目标来袭平均时间间隔1～5秒不等，我方 

导弹武器系统参数同 所述。则不同的目标来袭强度， 

不同的火力单元数量条件下，目标的突防概率与毁伤 

概率如表 5、表 6所示。 

表 6 反舰导弹三个方向攻击毁伤概率表 

＼＼ 枚份) 

(个)＼  60 30 20 I5 I2 
l 0 0l104 0．02056 0．02936 0．03752 0．0452 

2 0．04032 0．07424 0．1039 0．1299 0．1530 

3 0．08568 0．1 548 0．2 l1 8 0．2594 0．3000 

4 0 1104 0．1946 0．2604 0．3 I42 0 3591 

5 0．1334 0 2296 0．3032 0．36l8 0．4098 

4 结束语 

本文运用排队论初步建立了一个防空反导射击效 

能模型，并且针对某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通过统计 

运算得到了在目标单方向和多方向等情况下的射击效 

能。该模型解决了目标成批到达作战分析这样一个动 

态问题，克服了单纯用概率进行计算对来袭目标相互 

独立的限制，符合动态作战的实际。模型所涉及到的 

参数有：n， ，m， ， 。根据以上参数的不同，可以建 

立起不同情况下的排队论模型，从而达到评估各型防 

空导弹武器系统射击效能的目的。但由于排队论自身 

对服务时间的选择t存在随机性，以及忽略了火力单 

元射击方向转换时间等因素，与实际拦截射击情况不 

符，因此有必要在服务时间问题等因素上作进一步深 

入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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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只给出了炮兵信息对抗能力的主要方面，在实际 

应用中，应根据战场环境和信息化装备的使用情况， 

(6) 对评估的指标体系进行扩充和细化。 

再根据公式 B：a·R，可得出 =(bl，b2，b3，b4)。 

然后，依据最大隶属原则，选取 中最大者， 

bm =max(bl，b2，b3，b4)，就可以判断炮兵信息对 

抗能力的强弱程度。 

4 结束语 

通过 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对炮兵信息对抗能力 

评估，能有效地了解和掌握炮兵信息对抗能力。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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