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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战场多传感器军事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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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陆军战术部队信息化作战能力，综合分析 了信息化战场 多 

传感器军事需求问题。在简述当前国内外传感器网络、多传感器系统领域研究现状 

的基础上，按照“要什么，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思路 ，分析 了未来信 息化战场对 多 

传感器的客观需求，及陆军战术部队本身能力不足的主观需求，研究了适应信息化战 

场实际需要的多传感器体系结构，并进一步提出了多传感器应有的作战运用模式。 

对需求分析的研究结果，为未来信息化战场多传感器发展和使用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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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 itary Requirements Analysis on Multi Sensors on Information Battlefield 

LI Xiong， W ANG Kai， LIU Jun 

(Department o±Command and Administration，the Academy of Armored Force Engineering，BeiJmg 100072，C na) 

Abstract：To enhance the information warfare capability for our tactical army，requirements on 

multi sensors on information battlefield are analyzed synthetically in this paper．Based on discussion 

on current state of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 on sensor networks and multi sensors fields， 

according to a thoughtway of”what we need，what we lack，what it is，how it work”，the external 

requirements of future information battlefield and the subjective requirements because of shortages in 

capability for our tactical army are analyzed．The framework of multi sensors which are adapt to infor— 

mation battlefield is studied and the operation application modes are presented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fruit can be used to afford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ulti sensors on 

future jnformatj0n batt1efj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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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信息化战争将是未来战争的基本形态，作战 

行动呈现高度联合化、体系化、网络化的特征，目 

标探测、跟踪识别、指挥控制、火力打击、毁伤评 

估、战场机动、综合防护等诸行动“联动化”；作战 

力量体现高度综合化、一体化、复杂化的特征，各 

兵种“小单元”通过战场“大网络”实现横向间的 

“无缝”连接，上下级之问、人与武器之间以及传感 

器系统、指挥控制系统、打击系统和保障系统之间 

行动更加强调实时协同。为了利用信息共享的网 

络技术来合成各武器平台的战斗力，要求由以往 

“以平台为中心”的模式逐步转变到“以网络为中 

心”的模式，依赖网络化的通信手段，通过多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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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系统为武器平台提供前所未有的空间感知，先 

敌发现 ，先敌了解 ，先敌决策 ，先敌行动 ，实施快速 

有效的打击__1]。各种地面传感器、火力搜索雷达、 

侦察车、无人机和电子侦察装备等构成的多传感 

器是信息化战场的重要装备系统，是实现上述功 

能的一组关键性技术载体。 

美军连续多年把多传感器系统列为国防关键 

技术，并拨出巨额经费支持该项研究，包括使用非 

协调传感器进行目标跟踪、目标识别，开发相关 

(关联)和分类算法，以及在态势估计中应用智能 

系统等。“无人值守地面传感器群”、“战场环境侦 

察与监视系统”是美国陆军最近在该领域的研究 

项 。 

当前，我军装备需求分析中往往只注重发展 

作战平台而忽视传感器研究、只注重分析单传感 

器而忽视多传感器研究。特别是将各种地面传感 

器、火力搜索雷达、侦察车和无人机作为战场多传 

感器系统，研究综合集成方案与运用方式，目前在 

理论上和实践上均不多见。因此，研究信息化战 

场多传感器需求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多传感器发展与运用背景 

未来信息化陆战场，是武器装备体系横向一 

体、分布交互的网络结构。其作战行动是基于一 

体化 C ISRK(command，control，communica— 

tion， computer，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re～ 

connaissance and killing)系统，达成情报互通、信 

息共享、密切协同、快速反应、精确打击之目的的 

过程。例如，陆军战术部队未来实施信息作战，以 

多传感器信息为输入的信息化战场指挥控制基本 

过程如 图 1所示 。 

战 

场 

信 

息 

收 

集 

信 

息 

分 

析 

处 

理 

制 
订 

指 
挥 
控 

制 
计 
划 

实 

施 

指 

挥 

控 

制 

组 

织 

精 

确 

打 

击 

战 

场 

态 

势 

判 

断 

及 

时 

纠 

偏 

调 

控 

图1 以多传感器信息为输入的信息化战场指挥控制过程 

利用全方位、多手段的战场传感器系统，感知 

与收集战场目标和态势的各种信息，在对这些信 

息进行判读、分析、综合与管理后，制订作战指挥 

控制计划(包括指挥控制目标、指挥控制方案和指 

挥控制准则)；然后，依据指挥控制计划，运用各种 

通信手段下达命令，实施对 目标的精确打击；最 

后，对战场态势信息实现有效的偏差分析和决策 

追踪，修正火力打击计划和方案，组织武器系统对 

需要进一步毁伤的敌目标实施定点打击。 

信息化战场作战过程，体现了侦察手段多样 

化、作战指挥实时化、火力打击精确化、武器系统 

综合化等特点，通过信息收集、处理、传递、利用的 

流程，使部队能够实时地感知态势、透视战场，快 

速地全程决策、锁定目标，高效地组织协调、精确 

打击，从而实现“传感器一控制器一武器”一体化 

作战的效果__3]。这种一体化作战系统，包括信息 

收集、指挥情报控制、信息传输与管理、战斗指挥、 

火力打击、系统管理与控制等功能模块。其概念 

模型结构如图 2所示。 

系统管理与控制功能(指挥中心 

信息收集 l l指挥情I I信息 I I战斗 
功能 k 报控制 传输 指挥 

(传感器)J J功能 J I功能 J J功能 

信息管理功能(计算机) 

火力打击 
功能 
(武器 ) 

注：+ 控制 ∞ 信息 

图 2 “传感器一控制器一武器”一体化系统概念模型 

3 陆军战术部队未来信息化作战面 

临的主要问题 

未来信息化作战，要求通过信息链路，把战场 

各要素连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扁平化指挥结构， 

发挥最大作战效能；同时要求战场信息可信度、处 

理速度、可用率提高，目标特征矢量维数增加，使 

以战场近实时信息为驱动的作战机制成为主导性 

制胜因素。近年来，陆军战术部队通信和指挥控 

制系统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对定位导航功能的实 

现也更加重视，但信息采集和信息融合能力明显 

不足，难以满足未来战场需求。 

3．1 信息采集能力不足 

通过侦察卫星、高空侦察机、特种侦察大队等 

渠道获得的战场情报，内容较概略，处理周期较 

长，时效性较差，只能保障战役行动。而战术行动 

涉及分队编组和平台调动，对战场信息要求更具 

体、更有针对性。靠上级、友邻部队、地方武装、地 

方党政机关、当地居民、兵要地志获取的信息时效 

性差、动态性不高；靠俘虏和投诚人员口供、缴获 

文件和技术兵器来获取信息的可能性不大，而且 

信息可信度低；仅靠侦察分队和炮、工、化等专业 

侦察力量的目视观察，获取战场情报速度慢、范围 

小。除少部分已装备先进装甲侦察车的部队外， 

大部分战术部队的侦察和战场信息采集手段严重 

不足，难以适应未来信息化战场大范围、全天候、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李 雄，等 ：信息化战场多传感器军事需求分析 35 

多方位信息获取与态势感知的特点。 

3．2 信息融合能力不足 

由于缺乏必要的战场信息融合手段，单由陆 

军战术部队指挥员和参谋人员来处理战场态势情 

报和其他信息，显然成为影响决策速度和效率的 

桎梏。而且，即使是对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军事 

人员而言，战场信息的复杂性(如多维测量)和测 

量中的模糊性也都超出了他们对信息的关联和分 

类能力。如果不运用可大大提高信息处理速度、 

改善信息处理精度的战场信息融合系统——多传 

感器系统，陆军战术部队将难以完成信息融合任 

务，不能实现基于战场近实时信息的作战行动。 

4 多传感器体 系结构 

J．M．Richardson和 K．A．Marsh已从 理论 

上证明了多传感器的性能不会低于单一传感器的 

性能。优化匹配使用战场多传感器，可扩大空间、 

时间探测范围，提高对军事威胁检测的概率，增强 

态势感知和相互协同能力；可提高测量的性能，能 

在更远的距离上获取、跟踪目标，并精确地辨别目 

标类型、性质，初步分析目标的状态转移趋势；可 

增加操作的稳定性，增强可观测性和系统可靠 

性 J。在信息化战场上，战术部队定向、定点或 

实时、随机布设(派遣)功能互补、适量够用的多传 

感器，能获得十分可观的军事效益。如何构架多 

传感器系统体系结构，满足信息化战场作战实际 

需要，是需求分析必不可少的内容。 

4．1 作战体 系结构 

瞄准未来信息化战场需求，突破以往多传感 

器只限于单平台多传感部件的概念，将各种地面 

传感器、火力搜索雷达、装甲侦察车、无人侦察机 

和电子侦察装备作为战场多传感器系统，以综合 

集成的方式运用，全面提高部队信息化作战能力。 

基于信息融合的信息化战场多传感器的作战体系 

结构如图3所示。 
⋯  数据级融合 特征级融合 决策级融合 ⋯ 

地面传感器 
预处理 

火力搜索雷 
达预处理 

装甲侦察车 
预处理 

无人侦察机 
预 处理 

电力侦察装 
备预处理 

对战场环境 

进行探测 

地面传感器 
判定 

火力搜索雷 
达判定 

装甲侦察车 
判定 

无人侦察机 
判定 

电子侦察装 
备判定 

J信息化战 
I场环境 

信息融合 
总节点 

指挥控制中心 

全局判定和 
综合处理 

对战场环境 

做 决策 

图3 多传感器作战体系结构 

4．2 功能体系结构 

由图 3可看出，随着融合处理层次的提高，融 

合处理结果的抽象层次也随之提高。通过这种多 

层次的信息融合，实现信息化战场各传感器 (装 

备)在目标分类、跟踪与识别、态势评估、威胁估计 

等方面的功能。多传感器面向结果的功能体系结 

构如图4所示。 

图 4 多传感器功能体系结构 

一

级处理相当于最低层次的数据级融合。它 

是在采集到的传感器的原始信息层次上(未经处 

理或只做初步的处理)进行信息综合和分析。通 

过信息化战场多传感器的一级处理，能保持尽可 

能多的战场信息，但处理的信息量大，所需时间 

长，实时性差。这种融合通常可用于多源图像复 

合、图像分析和理解，同类(同质)雷达波形的直接 

合成以改善雷达信号处理性能等方面。 

二级处理相当于中间层次的特征级融合。它 

利用从传感器的原始信息中提取的特征信息进行 

综合分析和处理。一般说来，提取的特征信息是 

像素信息的充分表示量或充分统计量，然后按特 

征信息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分类、聚集和综合。该 

处理可划分为 2大类：目标状态信息融合和目标 

特性融合。前者主要应用于多传感器目标跟踪领 

域，后者是特征层联合识别，具体的融合方法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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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识别的相应技术，但先对特征进行相关处理， 

再把特征矢量分类成有意义的组合。二级处理可 

大幅压缩战场信息，有利于实时处理，融合结果能 

最大限度地给出作战决策分析所需的特征信息。 

三级处理相当于最高层次的决策级融合。融 

合的结果为作战指挥控制决策提供依据。通过信 

息化战场多传感器三级处理，能有效地融合反映 

环境或目标各个侧面的不同类型信息，具有很强 

的容错性；而且，处理过程具有很高的灵活性，系 

统对信息传输带宽要求较低；通信容量小，抗干扰 

能力强；对传感器的依赖性小，作为信息融合总节 

点的指挥控制中心处理信息的代价低。 

4．3 系统控制结构 

信息化战场多传感器要实现有效的信息融 

合，必须具有一个合理的系统控制结构。为确保 

对多传感器系统中不同数据之问流动、转换与存 

储等进行总体控制，选择适合于地面传感器、火力 

搜索雷达、装甲侦察车、无人侦察机和电子侦察装 

备等各种数据融合要求的系统控制结构——黑板 

控制结构[7-83，如图5所示。 

CF 

． ． +  

注：— 控制流 ；。一+ 数据流 

图5 多传感器系统控制结构 

多传感器系统控制结构包括 3个主要部分： 

知识源(KS)，黑板数据库或数据结构(BB)，控制 

功能(CF)。 

由地面传感器、装甲侦察车、无人侦察机等输 

入的每个知识源，所能提供的信息可以导出问题 

的一个解，它们通常由计算过程、规则集或逻辑断 

言来表示。黑板数据库在功能上基本上是一个存 

贮机制，黑板数据库存贮由知识源所需要并产生 

的求解状态数据。从数据结构上说，黑板数据库 

将各数据组织构造成一个或多个假设层次结构， 

并且这些假设层次结构是面向问题的不同侧面 

的，而任何一个假设层次结构的每一层都是通过 

链接和其上下各层的假设元素结合在一起的，其 

中表示上层支持的链接称为“期望链接”，而表示 

下层支持的链接称为“推理链接”。在该层次结构 

中，任何假设元素可以被理解为其下层各元素的 

抽象和总结，也可以被理解为其上层假设元素的 

一 个子元素(子假设)。控制功能模块的主要目的 

是确定系统的“注意焦点”，即确定系统下一个要 

处理的事情，控制功能模块的主要功能在于利用 

其准则对知识源、黑板数据库目标和终止条件各 

点进行调整选择 。 

5 多传感器作战运用 

多传感器作战运用是其潜在能力向实际战斗 

力的转化过程，也是需求分析的最终 目的。为实 

现以网络为中心，超越诸兵种条块分割、各层次树 

状指挥的传统作战模式，达成以多传感器信息为 

驱动的一体化联合作战，陆军战术部队应根据实 

际情况，在合适的时机、地点，派出无人侦察机、装 

甲侦察车，布设各种传感器，使用火力搜索雷达和 

各种电子侦察装备。依据各传感手段功能特点的 

不同，配置范围也有所区别，形成浅近纵深、上 下 

一 体的立体覆盖侦察梯次配系。该配系实质上是 

一 组在指挥控制中心的控制下，以获取和融合战 

场情报信息的多个互补式战场传感器系统。其主 

要手段和实施过程包括以下几方面。 

1)以CCD观瞄镜采集 目标区域视频图像。 

应用现代自动控制技术，通过无人机、侦察车等平 

台上的 CCD观瞄镜对战场景象进行全方位的跟 

踪侦察，以键盘操作方式对选定图像进行无级调 

焦、缩放，便于对战场各类目标进行准确的判断和 

分析。 

2)以热成像系统实现全时辰侦察作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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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面红外传感器或无人机、侦察车上的红外热 

成像仪，对战场目标昼夜进行探测和识别。发挥 

其抗干扰能力强、隐蔽性好、可在能见度较低的条 

件下观察目标的优势，穿透烟雾、尘埃，对付敌方 

释放的烟雾屏障和多种反雷达隐身材料；在黑暗 

条件或战场 自然形成的沙尘环境下作业，实现准 

确的目标侦察。 

3)以激光测距机实现目标空问参数的测定。 

在无人机、侦察车等单体完成 GPS差分坐标和平 

台初始坐标方位角测定 的基础上 ，采用激光测距 

机对当前目标进行激光锁定测量，将测得的传感 

平台至目标的方位角、高低角和距离等 3个参数 

自动传人计算机，解算出目标的空间三维坐标，并 

根据战场态势需求传给地面指挥车，或直接传给 

火炮的火控计算机，计算出对该目标射击的诸元， 

达成直接调炮射击。 

4)以火力搜索雷达和电子侦察设备实现其 

他参数测定。应用火力搜索雷达和各种电子侦察 

装备，对战场大型复杂地物和敌各类机动目标，尤 

其是炮兵配置群以及电子信息系统等高价值目标 

进行探测，将获取的情报信息作为指挥员决策的 

重要依据。 

5)以操控计算机为中心实现对多传感器系 

统的指挥与控制。将构成各传感平台的各设备部 

件经电磁兼容后综合集成为一体，并将 CCD观瞄 

镜、红外热像仪、激光测距机的三光轴校合为一， 

结合其他传感方式，在操控计算机的控制下构成 
一 个全方位、全时辰的智能化侦察监视作业体系。 

同时，综合分析多传感器信息，形成作战决策和计 

划，指挥其他作战要素行动。 

6 结 束 语 

要实现由机械化半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 

只有把各种地面传感器、装甲侦察车、无人侦察 

机、火力搜索雷达和电子侦察装备综合集成、优化 

匹配为信息化战场多传感器系统，才能适应未来 

信息化作战对近实时信息保障的需要。本文从未 

来信息化战场指挥控制过程与“传感器一武器一控 

制器”一体化系统研究出发，结合陆军战术部队在 

未来信息化作战中情报获取与融合处理方面存在 

的不足，提出了多传感器发展与运用的背景、要 

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传感器作战体系结构、 

功能体系结构与系统控制结构模型及其作战运用 

模式，为多传感器从军事概念走向军事实际、从实 

验室走向战场应用过渡创造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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