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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军事需求分析 

军事电子信息系统需求研究 

摘 要：军事信息化的根本 目的，在 

于建立军事优势和战场优势，在于建立 

军事信息优势和全频谱控制能力，而这 

一 切，主要依靠军事信息化的核心—— 

军事电子信息系统来完成。军事电子信 

息系统的需求是国际国内研究的热点和 

前沿，本文主要就军事电子信息系统的 

总体需求、作战支持能力需求、信息对抗 

能力需求、战场生存能力需求进行了探 

讨。 

关键词：军事电子信息系统 需求分 

析 

信息、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 

引起了一场刻的变革——“新军事 

革命”，最主要的特征是军事信息 

化。军事信息化的根本目的，在于 

建立军事优势和战场优势，在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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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军事信息优势和全频谱控制能 

力，而这一切，主要依靠军事信息 

化的核Ic 军事电子信息系统 

来完成。战争信息化程度的提高， 

使军事电子信息系统成为军队作 

战效能发挥的关键环节。 

一

、总体需求分析 

信息化战争对军事电子信息 

系统提出了如下总体需求： 

(1)满足与适应未来联合作战 

可能的需要 

①提供同时指挥和协调在多 

个战略方向和不同的战场环境下 

作战的需求； 

② 能够综合考虑和适应与不 

同的作战(威胁)对象作战(对抗)； 

③ 满足不同的作战条件 (自 

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和不同作战 

样式； 

④ 适应新的军事学说、作战 

理论和编制构成。新军事革命促成 

了新的军事理论、军兵种、新的编 

制体制的产生与发展，这对军事电 

子信息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 

现代作战指挥理论要求加 

强横向协调，减少纵向指控。指挥 

体系强调由纵向层次向横向扁平 

化发展，要求“烟囱”式的军事电子 

信息系统一体化、“栅格”化。 

未来作战的作战空间不断 

扩展。人类的军事活动空间己在空 

前地扩张，一方面 ，由看得见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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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向看不见的空间发展(如电磁空 

间)，这些空间实实在在存在的作 

战活动。另一方面，由地面平的空 

间向无限广阔的太空伸展，向深远 

的海洋、地下延伸。所以军事电子 

信息系统应该提供向些空间延伸 

的发展能力，具有多空间支持作战 

的能力。 

新的作战样式层出不穷，不 

同的作战样式对系统提出的要求 

是不完全一样的。 

新的军(兵)种不断出现(如 

俄罗斯成立了天军 )，对某些军 

(兵)种，突出强调单兵的作战能力 

而不是指挥能力，因此系统应适应 

这些特殊军(兵)种的需求。 

(2)具有强大的提供实时或近 

实时的信息保障能力 

适应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结构 

和编成编组需要，适应未来作战节 

奏高速的需要，适应未来战争“迷 

雾”增强的需要，适应可能的几个 

方向同时作战的需要。为各级指挥 

员和作战部队、特殊战斗人员提供 

实时、准确和完整的作战信息和战 

场态势。 

(3)提供多样化的战场信息的 

采集装备、技术和手段 

适应未来信息化战场的多空 

间化、同时参加作战的角色多样化 

的特点。 

(4)要有较强的系统互操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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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信息共享能力 

保证部队、系统和 

作战单元的互操作性， 

即保证系统和设备的互 

换性；战略、战术网络的 

透明连接性；系统或单 

元之间能彼此提供、接 

受和交换“服务”，实现 

有效的协作和联合作 

战。确保联合作战指挥 

体系不问断地正常发挥 

作用，提高指挥体系的指挥效能。 

(5 l系统要有很强的可重建能 

力 

未来作战的高节奏性要求信 

息系统具有快速重建能力。另外， 

战场的多变和多样性，使得无法接 

受在假设条件下设计好的系统，必 。。 

须能方便地重构系统。提供多种在 

战斗损伤条件下，能够发挥仍然完 

好设备的最大效能的重建技术和 

方案。 

(6)保护和攻击军事电子信息 

系统的能力 

信息技术具有全球扩散性，互 

联网和数据库的不断扩大，一方 

面，计算机、保障软件及通信网极 

易受到信息战的攻击；另一面，在 

攻击敌人的时候，也是自我暴露的 

时候，更是极易受攻击的时候。所 

以，必须把系统防御性和进攻性协 

调起来，保护系统的安全。 

析 

二、作战支持能力需求分 

(一 )信息保障能力需求分析 

在军事电子信息系统中，主要 

由侦察监视分系统担负信息保障 

的任务。信息保障的重要性是伴随 

着战争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在冷 

兵器时代，由于战场空间的狭窄、 

作战方法的单一，战争胜负主要由 

人力决定，尽管如此，“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仍然点明了“情报”的重 

要性，在古代军事史上，甚至小说 

中，不乏这方面的战例和故事。随 

着战场范围的扩大，情报在战争中 

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战争的 

规模超过人的视距时，作战筹划和 

决策对信息保障的依赖越来越大， 

尤其在作战系统越来越复杂的今 

天，信息保障不仅影响到作战指 

挥，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系统功能 

的发挥。在信息化战争时代，信息 

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发挥的不仅 

仅是保障作用，而是决定作用，是 

决定战争胜负和进程的关键因素。 

信息化战争条件下，对信息保 

障有如下需求： 

(1)信息获取能力 

① 全维全域全时信息获取能 

力。能够覆盖整个作战区域内的陆 

上、海上和空中种类目标，并对其 

进行探测。 

从信息获取空间看，要做到五 

维(陆、海、空、天、信息 )兼顾：陆上 

信息保障，如地面设施、坦克、火 

炮、导弹、车辆、部队和人员等；水 

面水下信息保障，如水面舰船、水 

下潜艇、水下工事、水上(下 )障碍 

等；空中信息保障，如各种飞机、巡 

航导弹、直升机、战役战术导弹等； 

太空信息保障，如空间轨道卫星、 

战略和战术弹道导弹等；信息空间 

信息保障，如电磁波、有线通信电 

讯、网络信息流向、流强、流速等。 

从完成战役战术任务的角度 

看，信息保障的任务，多维空间的 

信息获取，应以如下内容为主要获 

取内容：战场态势监测；己方从后 

方到前沿监视；敌方前沿点的重点 

动态监视，兵力部署、火力配系等； 

敌后方纵深大面积监视。 

从信息获取的时频来看，针对 

不同的任务提供如下信息获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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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能力：根据不同目标的重要程度 

而自动确定侦察监视频率的能力； 

不间断的重要 目标和区域的信息 

监视能力：对重要目标的实时侦察 

探测能力；根据作战需要适时侦 

察、探测、监视以及快速调整能力。 

② 多平台的获取信息能力。 

信息化战争。作战力量的多元化、 

作战空间的多维化、作战方式的多 

样化，决定了信息保障的全面性。 

对于指挥决策来说。任何一个方 

向、一个领域的情报信息保障出现 

疏漏，都有可能造成难以想象的严 

重后果。因此，信息保障要具有全 

面性。这就要求实现多平台信息获 

取，具体说要做到信息获取平台的 

高低结合 (从外层太空到地下、水 

下)、远近结合(远程与近距离的获 

取能力都要同时具备 )、静动结合 

(两层含义。一是静态与动态的获 

取装备：二是对敌静态与动态 目标 

的信息获取能力，两者都要具有)。 

⑧ 联合获取信息能力。一是 

在联合部队共同关心的区域或方 

向建立支持联合作战的联合信息 

(获取)系统。二是适应不同部队的 

特殊需要。建立专用信息(获取)系 

统。各军兵种还应根据其特殊需 

要。建立专用的信息保障系统，如 

对潜的声呐探测系统。 

④ 对特殊目标的信息获取能 

力。对隐形目标、地下深埋目标、微 

形目标等的获取。以及对超低空目 

标与高空目标的信息获取等具有 

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2)系统通信能力 

① 实时准确的传送能力。信 

息化战争。部队机动速度快、情况 

变化快。特别是远程精确打击兵器 

的大量使用。作战指挥对情报信息 

的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 

不能掌握战场情况就会更新换代 

作战指挥的主动权。甚至无法进行 

有效的作战指挥从而陷于被动挨 

打的境地。因此。要求在指挥体制 

和协同关系的约束下，确保最高指 

挥中心和各级指挥中心保持实时、 

准确、快速、无间断的通信，以保证 

指挥员在指挥决策时能够即时综 

合战略性的、战术性的及所属各军 

兵种的力量配备情况等多方面的 

军事情报。以便做出即时、准确的 

决策。 

② 一体化的通信能力。实现 

作战区域内通信资源一体化，形成 

纵横贯通、整体抗毁能力强的一体 

化通信网络。 

③ 各级各类指挥所之间的信 

息互联互通，以适应多级、各类指 

挥控制分系统之间的协调。保证内 

多军兵种的联合作战需要；同时保 

证战区与其他军事部门的信息交 

换。 

④ 无缝通信。采取多层次、多 

手段、多传输媒介的互联、互通网， 

以适应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 

环境、不同使用条件的通信需求。 

使在战区范围内通信覆盖无缝隙， 

以保证无论部队走到哪都能听到、 

叫通。甚至能看见。 

⑤ 确保通信网的安全保密 

性。一方面。信息应是可靠的、没被 

非法变更的。也不是非法子进入的 

假信息；另一方面，信息不易被窃 

取 。 

⑥ 动中通信保障能力，通信 

系统应当能够保障机动中的通信， 

能够自动进行路由的选择和信息 

的交换。确保移动用户之间可直接 

通信。在机动中处理各种作战信 

息。 

⑦ 具有多功能、多业务、数字 

化、大容量的通信能力；同时，为指 

挥自动化系统提供连续排除万难 

连续的信息传输如语音、数据、图 

形、图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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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综合业务能力。战区通信 

的业务种类很多，特别是在利用了 

许多高新技术装备的信息系统中。 

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业务：文电业 

务；各类战情数据、火力控制数据 

及与指挥有关的数据；图形信息； 

语音信息；静态图像、动态图像信 

息等。 

(3)信息处理能力 

①信息融合。对多种信息获 

取手段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处理和 

协调。提供有关目标的位置、类别。 

以及对军事行动有关的其他状态 

(敌方意图、威胁程度等)的能力。 

② 高速处理。采取多种技术， 

提高单位时间内信息处理的总量， 

以满足作战需要。 

③信息识别。一方面，是对指 

挥员语音和图像的识别能力，建立 

方便 、灵活、有效的“人一机”界面。 

最大限度地提高系统的效率；另一 

方面。是对敌我目标信息的识别能 

力，对敌不同目标属性的识别。从 

而分辨敌我、确定敌目标性质。选 

择适当的攻击方法。 

④ 信息多媒体化。军事电子 

信息系统能够将多种形式的信息 

在计算机上进行处理并展示，使指 

战员可以在声、文、图并茂的表现 

形式下获取、理解和使用信息。 

(4)信息管理能力 

①数据更新。根据有关战场 

态势情况。对数据库进行自动更 

新，保证及时性和准确性。 

② 网络管理。能够有效控制 

信息量负荷。控制信息的输入输 

出，监测通信信道质量，统计结果， 

产生告警信息保证战场内整个信 

息系统的正常与连续工作。 

③ 综合数据分发。具有集通 

信、导航定位和识别于一体的综合 

数据链。并进行数据无差错、适时 

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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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服务优先等级确定及实 

现。根据所要分发的信息的重要程 

度、急缓程度等，确定提供“服务” 

的先后、相应的“服务。’’技术性能 

(如速度、保密、安全等级等)，根据 

确定的等级，提供实时或非实时， 

或是专线、热线和会议等不同的服 

务。 

⑤ 海量存储。 

⑥ 多传感器管理。控制协调 

多传感器之间的工作时间、频率； 

根据威胁等级确定需要，确定信息 

获取的质量；为保证传感器的隐蔽 

对辐射的限制等来调配传感器资 

源等。 

(二)辅助作战能力需求 

①决策支持。在指挥、控制、 

通信和情报等领域提供解决决策 

问题的智能辅助手段和方法，以及 

提前预测指挥决策可能遇到的问 

题和解决其中的部分问题。 

② 计划(方案l拟制。能够采 

用逻辑推理技术，拟制各种方案和 

计划，准备定下决心所用的数据， 

判断决心效果和战斗行动效果。 

③ 指挥与控制部队。将指挥 

员的决心、命令、指示等迅速、准确 

地传达到部队，并能监督执行情 

况。 

④ 武器平台支持。实现武器 

平台(系统 )与军事电子信息系统 

的综合，实现各种武器系统对目标 

的探测、跟踪、寻敌、目标分配与自 

身机动。 

(三 )互联互通互操作能力需 

求 

① 网络互联。实现所有子系 

统的网络、所有不同种类的计算机 

的联连，能够交互信息。 

② 信息互通0在所有系统硬 

件结构互联的前提下，使所有网络 

软系统和数据(数据格式、信息定 

义及应用软件接口)能够实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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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③ 用户互操作。使不同的计 

算机操作系统和多种应用软件实 

现标准化，在网络互联和信息互通 

的基础上。实现用户互操作。主要 

有两种情况：各种指挥所系统之间 

或作战人员与各级指挥所之间能 

进行信息的互操作；A部队的指挥 

员，当在指挥所被毁或未能及时建 

成时，可在B部队的指挥所输入程 

度。指挥A部队作战，即可互相使 

用指挥所系统。 

三、信息对抗能力需求分 

(一)信息攻击能力需求分析 

① 电子 (网络)攻击联合能 

力。能够将作战区域内各军兵种的 

电子对抗力量联成一体，保证其协 

调一致地实施电子对抗行动。形成 

电子对抗整体作战能力。 

② 电子攻击能力。能够对敌 

电子目标(系统 )实施干扰压制和 

摧毁。 

③ 强于对手的网络攻击能 

力。网络攻击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 

用，其在作战的重要性越来越明 

显。这一点在美军对南联盟的作战 

中已经得到证明0 

④ 信息欺骗能力。就是通过 

各种手段制造假信息。欺骗 诱导 

敌作战出错误的决策，干扰 误导 

敌军事行动。一是严密地计划、组 

织实施和监控及实时调整实体欺 

骗的能力；二是实施电子佯动或电 

子欺骗及效果调控能力；三是组织 

实施网络欺骗能力，如：在民网上 

制造假信息影响敌方民群的心理； 

用网络实施网络刺探时公布假信 

息，等。 

(二)信息防护能力需求分析 

① 系统应具有信息处理与存 

贮安全保密能力。必须确保整个系 

统具有可靠的安全性能；具有抵抗 

病毒、微波武器及电磁脉冲武器攻 

击的能力；具有计算机系统设备的 

安装测试、运行环境的保护、系统 

容错、抗恶劣环境等能力，具有防 

电磁泄漏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② 系统应具有信息传输安全 

保密能力。系统应具有用户身份识 

别、使用权限管理和保密审计功 

能，能够防止非法操作，防止越级 

和越出权限使用系统；具有信息传 

输准确、高质和保密等功能：要有 

存贮加密功能；具有较强的密码侦 

破功能和密码对抗能力。 

③ 系统应能有效防止外界电 

磁场干扰及系统电磁泄漏；能有效 

隔离计算机与控制对象之间电磁 

耦合，以及有效地防止干扰信息通 

过电源窜入系统各种设备和突发 

脉冲、瞬变、噪声、电压波动、暂时 

停电给系统设备带来的干扰与影 

响。 

④ 系统应具有对自身的运行 

情况的监测能力。确保在有异常信 

息侵入系统时，能够及时报警；并 

具有对一般性信息攻击和入侵的 

自动阻止对抗能力。对比较严重技 

术水平较高的攻击采取阻断等初 

步措施的能力。 

析 

四、战场生存能力需求分 

(一)硬件生存能力需求 

① 较强的机动能力。一是适 

应作战机动性要求。军事电子信息 

系统能够保障作战区域内，在各种 

地形条件下。对联合作战力量的指 

挥控制，能够根据作战需要确保部 

队在联合作战实施准确、及时、不 

问断的指挥与控制，以适应机动联 

合作战的客观需要。二是应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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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整体快速反应能力，自身快速 

反应。军事电子信息系统必须适应 

未来联合作战爆发突然、节奏快速 

的要求，各类设备展开并能正常工 

作的时间应小于指挥机构开设展 

开(或撤收 )所需要时间和武器系 

统作战准备时间，并能高效、快速 

地工作(或快速撤离威胁区域)。 

② 抗毁性能要优于敌方。军 

事电子信息系统总体上应便于各 

分系统、各关键部件适当分散配 

置；各类硬件设备都应具有较高隐 

蔽性、电磁屏蔽和抗硬打击的能 

力，较强的抗菌素敌电磁脉冲能 

力；主要设备都应具有较好的抗震 

动、抗冲动、防潮湿和电磁屏蔽能 

力。 

③ 环境适应性能良好。军事 

电子信息系统应具有适应指挥控 

制采用自动化、半自动化和人工等 

多种工作方式工作的能力，并可灵 

活转换，以适应不同环境和情况的 

要求；必须具有在复杂地形、恶劣 

的自然与作战环境下正常工作的 

能力。 

④ 灵活快速的系统重建能 

力。要求军事电子信息系统具有灵 

活、方便的重新组合、扩展与缩减 

以及降级使用等功能；有关设备功 

能可以依据作战需要设定和相互 

替代，主要设备可方便地安装、拆 

卸和搬运。 

⑤ 隐形化。信息化战争不仅 

对各种主战装备提出了隐形要求。 

而且对各种保障装备也提出了隐 

形要求。必须将军事电子信息系统 

相关重要设备的隐形化作为一个 

重要方面。 

⑥ 对特殊武器(或环境 )的对 

抗能力。如，雷达等对反辐射导弹 

的对抗能力，对电子干扰威胁环境 

的对抗能力等。 

(二)系统安全能力 

! ： 需求工程 
REQU●REMENT ENG●NEER●NG 

军事电子信息系统必须适应未来联合作战爆发突然、节奏快速的要求 

① 可靠性。各分系统的各类 

设备、系统的各类软件以及系统各 

类软件、硬件接口都应具有较高的 

可靠性。以保证在持续作战时间 

内，各分系统和系统中各类设备平 

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平均维修时间 

和差错率均在所规定的范围内。 

② 在作战使用过程中，系统 

中各类软件应具有自我保护功能。 

系统在进行重新组合、任务调整 

时，软、硬件接口具有较强的兼容 

性和容错功能。并在系统的接口、 

处理和存贮能力等方面有充分的 

冗余量。 

③ 系统资源的自分配。当军 

事电子信息系统(或网络 )遭到破 

坏时，能够根据系统的整体状况， 

自动对信息的处理、传输、存储等 

方面的资源进行重新自动分配。使 

系统完好的部分能够发挥最大的 

效能。 

④ 应当采取适当的冗余设计 

和硬件防护措施，使整个系统能够 

有一定的毁伤承受能力和部件故 

障容忍能力。 

五、结束语 

2O世纪9O年代爆发的海湾战 

争暴露了以美军为主的多国部队 

的军事电子信息系统的缺点：由于 

美军各军种的系统的建设没有依 

据联合作战需求，不能互通，不得 

不派军用飞机携带磁盘下达战斗 

命令；由于敌我识别系统的不完 

善，致使美军自相伤亡的人数战友 

了整个海湾战争伤亡总人数的确 

良17％，甚至在战后 ，美国在伊拉 

克上空执行禁飞任务的两架F一16 

飞机击落了两架己方的直升机；情 

报系统对情报的收信和传输也不 

尽人意，致使不少“飞毛腿”弹道导 

弹发射架的搜寻工作效果不是十 

分显著。海湾战争之后，美军提出 

了一系列基于现代条件下战争的 

思想，将各种作战分系统一体化。 

军事信息系统的强大功能和威力 

已经为人们目睹，引起了世界各国 

军事界的注意并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予以研究和发展。 

军事需求牵引军事电子信息 

系统发展建设的方向，需求开发的 

工作成效直接影响系统发展建设 

的效益、事关系统建设的成败。需 

要深入开展军事电子信息系统的 

需要的研究。圜 

2007．5◆国防科技 4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