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 

第18卷 

4月 

第2期 

装 备 指 挥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Equipment Command& Technology 

Apri1 2007 

Vo1．18 NO．2 

一 体化联合作战信息精确保障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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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信息资源已成为作战双方致力争夺的重点，在未来一体化联合作 

战中，信息精确保障成为获胜至关重要的一环。通过探讨衡量信息精确保障的基本 

尺度，分析信息精确保障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达成信息精确保障的4点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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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formation resources has been an emphasis for both engaging sides to contest．Precise 

information support becomes the pivotal link to victory in future 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The paper 

discusses the basal measure of scaling precise information support，analyses the index system of pre— 

cise information support，and on the basis of these brings forward four measures to manage the precise 

information support． 

Key words：integrated；joint operation；precise information support 

在联合作战特别是一体化联合作战中，信息 

成为作战行动的纽带，作战力量的有效行动源 自 

信息的精确保障，信息精确保障是夺取信息优势 

的基础，是实现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最佳结合的关 

键，谁能在关键的时间、地点，对作战力量提供所 

需的信息精确保障，谁将在可能的作战行动中赢 

得主动。战争实践表明，信息资源已成为作战双 

方致力争夺的重点，作战中，信息精确保障成为一 

方获胜重要一环。因此，研究探讨一体化联合作 

战信息精确保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l 衡量信息精确保障的基本尺度 

信息精确保障是指通过先进的信息侦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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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获取各种目标信息，再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对 

这些信息进行变换、传输、存储、处理、分析、控制 

和分发，在关键的时间和地点，为关键的作战力量 

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支援，确保作战行动的顺利 

实施。 

信息精确保障的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传感器、 

计算机和信息反馈之间的相互联系。主要包括 3 

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传感器的精确获取。信息精 

确保障首先依赖于对目标信息的精确获取，通过 

先进的信息侦察系统，对战区内实施多层次、多领 

域、多手段的侦察，捕捉各种信息，不放过任何蛛 

丝马迹。二是计算机的快速处理与分发。充分发 

挥计算机技术，将原始信息快速处理、融合，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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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综合分析，转换为可用信息l】]。三是通过信息 

反馈机制，对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相关性，进行 

分析和评估，指挥中心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继 

续侦察监视目标，或者修正作战方案。 

因此，衡量信息是否精确保障，关键在于信息 

是否及时达到、有效 、可用 ，即在作战行动中，关键 

的作战力量如能在关键时刻和地点获得所需要的 

信息，发挥信息的应用价值，则属于精确保障；否 

则，关键 的作战力量在关键的时刻、关键 的地点得 

不到所需的信息，信息的保障迟来半步甚至所要 

非所给，就不能算作精确保障。 

所谓关键的作战力量，是指直接急需信息的 

人员和武器装备 ，如指挥员、计划拟制者、目标指 

示者、特种作战人员 、救援人员、作战飞机、精确制 

导弹药等等。所谓关键的时刻，是指处于信息“迷 

雾”之中而需要 明示的时刻 ，如指挥员面对复杂局 

面，难以做出决断时；敌情不明，而己方又身处险 

境时 ；形势发生变化 ，出乎意料而对动向的了解太 

少时 ；对打击 目标不 明时，等等。所谓关键 的地 

点，是指急需信息的地点，如精确打击力量的指挥 

控制中心；独立作战的特种作战部队深入敌后 ；救 

援分队抢救遇难人员等等。所谓需要的信息，是 

指有效的信息，即与作战行动直接相关的信息。 

在一体化联合作战中，战场信息容量浩繁，信息涉 

及领域广泛，且信息内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真 

伪难辨，而提供的信息必须是能够支持作战行动、 

对作战人员的作战起正面效应的那一部分 。 

2 信息精确保障的指标体系 

信息精确保障衡量标准的确定，对于搞好信 

息保障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一标准比较 

笼统，难以全方位地对信息保障进行精确评估。 

为此，必须建立一个评估的指标体系，对信息精确 

保障进行全面评估。信息保障是否精确，其衡量 

指标是由信息的时效度、可信度、完整度、相关度 

和连续度决定的。 

信息的时效度是指信息在一定时期内能够发 

生的效用程度，又分为信息获取的时效、信息传输 

的时效、信息处理的时效以及信息使用的时效。 

在一体化联合作战中，部队对信息时效度的要求 

越来越高，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时间就是军队，时 

间就是一切，正如日本专家古场常昭所讲：一个准 

确程度 7_00 的情报，其价值还不如一个准确程 

度 50％但赢得了时间的情报_2]。再好的情报信 

息，延误了时间，都将不值一文。 

信息的可信度是指信息的可信程度，也就是 

信息的来源渠道是否可靠、信息的内容是否真实。 

在一体化的战场上，信息来源广泛，且纷繁复杂， 

许多是由高科技侦察手段获得，但由于敌对方大 

量使用伪装、干扰、保密等反侦察措施，使许多信 

息真伪混杂难辨，不得不对信息的可信度打个问 

号。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部 

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 

不确定的l3]。因此不能因为信息来源渠道可靠就 

不假思索地相信，也不能因为偶尔得到的信息就 

犹豫不决 ，当断不断，反为其乱。 

信息的完整度是指信息的完整程度，包括内 

容完整与数据准确。信息是由6个要素构成的， 

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性质、可能的发展变化， 

其中缺少任一要素都是不完整的_4]。完整的信息 

有利于指挥员了解整个战场态势，并依据形势，快 

速果断地定下决心。如果信息不完整，则有赖于 

指挥员充分发挥其智慧，透过信息“迷雾”，认真分 

析所获信息的有效部分，做出合理的判断。 

信息的相关度是指所获信息与作战行动的关 

联程度。在现代高技术战争中，信息浩如烟海，一 

旦指挥员陷入信息的海洋，那么所获信息不但不 

能为指挥员的决 策提供依据 ，反而指挥员会浪费 

宝贵的时间去分析一些与作战行动关联程度较低 

的信息，降低其指挥效能。因此，去粗存精，去伪 

存真显得尤为重要。 

信息的连续度是指信息的获取、处理、传输与 

使用的连贯程度。信息的获取、处理、传输与使用 

是信息由原始数据到可用情报的 4个环节，缺一 

不可，且必须保持其顺畅的流通渠道，其中任一环 

节出现问题，都将难以发挥信息的作用与价值。 

3 达成精确信息保障的几点措施 

明确了衡量信息精确保障的基本尺度和指标 

体系后，就对信息精确保障有了一个理性的认识， 

这可以促使信息员变主观盲目行动为科学合理的 

主动争取，为达成信息精确保障，可采取以下几点 

措施 。 

1)多种信息获取手段并举。战场上信息多 

种多样，图、文、声、像、光、电、磁，应有尽有，而单 
一 的信息获取手段，往往只能侦察探测到目标某 
一 方面或某几方面的特性，存在着一定的侦察盲 

区，若是在不良天候情况下，更难以保证信息的准 

确性。而且交战双方无不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来 

伪装隐蔽己方的重要 目标或重要情报，更需要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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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表面，看到本质。通过多种手段并举，相互对照 

参考，相互印证，确保侦察的覆盖率与重叠率，弥 

补单一手段的盲区，提高信息的准确度。多种信 

息获取手段并举，就是广辟来源，拓宽信息获取渠 

道，实现陆地、海上 、天空、空间多维，远 中近多角 

度，光学、电子雷达、机械、人工多功能互补的综合 

信息网。 

2)建立科学合理的信息系统体系结构。信 

息保障的精确化直接取决于信息系统的运作，取 

决于信息系统的结构与机制，可以说，信息系统的 

结构与机制决定着信息保障精确高效与否。因 

此，达成信息精确保障的基础是科学合理的信息 

系统体系结构。建立科学合理的信息系统体系结 

构，一是理顺关系，改变各军兵种“烟囱式”结构 ， 

打破条块分割 的状况 。彻底改变原来 由各部队、 

各军兵种分管情报信息的状况，把已拥有获取的 

情报信息统归信息处理中心处理，由信息处理中 

心综合分析、相互印证 ，以达到全面准确掌握敌情 

的要求。二是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一体化信息网络 

结构，形成信息获取传递的多条渠道，发挥系统整 

体功能。这样，一旦系统 中部分子系统受到干扰 

或被毁，其他部分可代替和补救，从总体上提高信 

息系统的抗毁能力，增强稳定性。 

3)加强信息的融合与贯通。在一体化联合 

作战中，如何能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不迷失方向， 

如何能在扑朔迷离的战场局势中做出准确判断， 

信息的融合与贯通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虽然信息 

来源和信息量较之以往有了巨大的增长，但其中 

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信息的可信度、完整度及相关 

度降低了。因此，对那些直接得来的信息，并不能 

马上就用，还必须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 

及彼、由表及里的处理，综合分析判断，提炼出可 

信度、完整度、相关度均较高的信息，以满足作战 

指挥的需要。信息融合是信息处理的主体，它融 

合来自雷达、无线电侦察、光电、红外、敌我识别以 

及战术数据链中的各种信息，取得关于实时战场 

环境的态势和目标的精确位置、属性、威胁等级以 

及由此产生的战术决策、任务分配等，取得更加透 

明的战场态势，以利于作战行动的实施。信息贯 

通是把融合的信息进行共享，使各级作战人员能 

各取所需，而不是把有用的信息放在“保密柜”中， 

事过境迁之后才为没有共享信息而懊恼不已。 

4)提高信息对抗能力。要达成信息的连续 

性，确保信息系统的高效稳定运行，必须要有超强 

的战场生存能力。① 减少被发现的概率。现代 

战争，发现即意味着摧毁，特别是信息系统被称为 

部队的“眼睛”，一旦被敌发现将成为重点打击的 

对象，必须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如实施电子干扰， 

设置假雷达站，实施假通信和无线电佯动、变频以 

及隐形等措施 ，增加敌发现的难度 。② 增强抗扰 

抗毁能力，要把最新的技术用于信息系统，保持较 

高的性能，以对抗对方的干扰、压制、摧毁，提高信 

息系统的安全防护能力，保证网络运行顺畅，提高 

信息系统的稳定性。③ 研发新型装备器材，提高 

器材的高科技含量。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全 

面实现信息的收集、传输、处理的自动化，提高信 

息的时效性。④ 加大装备器材的储备力度，提高 

信息系统的再生能力。在未来战争中，信息系统 

不被敌人发现和破坏，是非常 困难 的。在战斗减 

员和装备器材损耗巨大的情况下，能否在短时间 

内得到迅速补充和恢复，是信息系统连续运行的 

关键。为此，要从人才、装备和物质器材等各方面 

做好充足的储备，保持强大的后备力量，做到一旦 

需要，可源源不断地补充_5J。 

4 结 束 语 

随着未来战争中信息量的不断增大，有效解 

决信息使用问题，特别是对于技术手段相对滞后 

的一方，意义显得更 为重要 。按 照美军“五个恰 

当”标准 ，即在恰当的时问、恰当的地点、以恰 当的 

方式，将恰当的信息传递给恰当的人员，这就是信 

息精确保障、也是一体化联合作战信息精确保障 

所应致力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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