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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和进攻的敌蛙人兵力和设备。 

2 反蛙人观察作战任务 

在基地反蛙人作战时，观察系统应完成如下任 

务 ： 

(1)发现水面 目标、潜艇、飞机、直升机或民船， 

能够区分其蛙人的载体及保障兵力； 

(2)发现超小型潜艇、集装箱自行船及装有移动 

伪装物的移动伪装体； 

(3)收集、处理、分析相关信息，提出进行斗争 

(作战)的建议； 

(4)查明被发现的载有蛙人的舰艇； 

(5)为舰载反蛙人火力设备提供目标指示。 

舰载水声系统用 于发现处于活动状态 的蛙人 ， 

其发射功率、信号方式及脉冲宽度与区域内的干扰 

环境、海况和水深等因素有关，而换能器的布放深 

度，则只与水声环境有关。在有混响干扰条件下，应 

采用小功率、复杂发射信号工作方式；当噪声干扰和 

来 自其他水声干扰信号很强时，或在敌人施放有意 

干扰的情况下，应采用大功率、复杂信号工作方式。 

对于拥有信息积累装置的水声系统来讲，一般应选 

择积累工作方式，但是，当确定 目标精确位置和进行 

目标指示时，则应采用非积累工作方式。至于换能器 

的最大深度和倾角，则应根据战斗使用规则相应地 

选取。 ． 

为了保障有效自卫，应加强使用水声系统的噪 

声工作方式，保障搜索和发现运动目标。此外，还可 

以布放声纳浮标，声纳浮标之间的距离由给定的发 

现概率来确定，其作用距离则与水声条件及敌兵力 

和设备的性能决定。 

港湾(码头)TK域的目力观察由信号台或舰艇信 

号部门的值班信号兵、军官负责，每一个观察扇面的 

宽度不超过 60。，扇面重叠角度不大于 10。。 

为了搜索蛙人，可采用直升机，利用直升机的水 

声系统、雷达系统、夜视器材、目力观察器材和声纳 

浮标来进行观察。目力观察应由编队的所有舰艇连 

续进行，对海、对潜技术观察应采用雷达、水声系统、 

电视系统、红外系统，由值班舰或根据编队指挥员的 

命令执行。舰与舰之间应相互进行信息交换和相互 

目标指示，旗舰为了应用外部信息源，还应组织与最 

近岸上无线电技术站、基地(海军)信息中心之间的 

通信和信息交换。 

在水面舰艇编队与蛙人作战过程中，在指挥部 

应组织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分析，查明保障作战行动 

的兵力。在近程，有关敌蛙人的搜索与发现由编队本 

身舰艇根据自身的观察系统来完成。具体工作过程 

中，应将被发现的目标及其位置标绘在标图板上，建 

立 目标轨迹，确定目标航向、机动速度及特点。同时， 

将上述分析的结果与其他信息进行融合，确定 目标 

的类型、大小、制定攻击武器的类型。指挥员据此可 

做出打击的决定，可以为武器系统提供射击的目标 

指示。 

若水面舰艇分布在分散的基地内，并且在这些 

基地附近拥有岸上无线电技术分队，则岸上无线电 

技术分队应为水面舰艇提供信息保障。如果水面舰 

艇编队的无线电技术设备允许工作，则应通过通信 

网加强水面舰艇编队与岸基无线电技术分队之间的 

信息交换。来自岸基无线电技术分队的信息应进入 

旗舰信息中心和编队信息中心。水面舰艇编队观察 

系统(与岸基观察系统一起)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是： 

(1)监视负责的空域； 

(2)查明敌潜艇布放蛙人的危险方向； 

(3)确定蛙人活动区域的宽度与深度； 

(4)确定观察设备的组成、工作方式以及技术和 

目力观察的组织； 

(5)确定舰载无线电水声浮标的使用组织及要 

求的数量，计算浮标的布放、接收方式及信息的使 

用 ； 

(6)确定利用水面舰艇和潜艇综合水声系统发 

现轻型潜艇(自行)设备、水陆两用机(船)、可移动伪 

装器的平均距离； 

(7)组织舰与舰之间、舰与潜艇之间、编队与信 

息中心之间关于可移动蛙人兵力和设备的信息交 

换 ； 

(8)舰载无线电技术设备的使用组织，保障对敌 

可移动的蛙人兵力和设备使用火力； 

(9)在有效观察范围内，确定基地区域假 目标回 

声的位置。 

3 战术计算 

为了科学地构建水面舰艇编队在基地集结或停 

泊时的观察组织体系，在具体构建体系和制定观察 

组织预案时，确定观察区域深度和系统工作时间是 

提供给指挥员决策水面舰艇观察组织指挥的重要因 

素，其计算结果与分析是构建编队观察体系的理论 

基础 。 

3．1 观察区域深度 

在歼灭敌蛙人时，观察区域深度的确定，通常有 

两种方式 (下页图 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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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舰艇距深水炸弹的安全距离 d。小于敌攻 

击半径 r或敌最小射击距离Dmin，如图 1a所示； 

二是 d。大于r，如图 1b所示。 

对于第一种情况，有 ： 

V ．(∑ +∑tD V tj)+V。． (1) d一 ·(厶 +厶 )+ 0· () 
l= 1 J=1 

式中： 

， 为观察和指挥阶段个数； 

， 为第 个观察和第 个指挥阶段所花费的 

时间； 

为 目标速度 ； 

。为舰艇速度 ； 

为舰艇起锚准备时间。 

当 d。<r时 ，有：d0>D i 

或者 ： 

Dd—D i 一d。+ ．(∑ +∑ )+ 。． (2) 
一 1 J= 1 

式 中： 

， 为观察和指挥阶段个数 

t ， 为第 个观察和第 ．『个指挥阶段所花费的 

时间； 

为 目标速度 ； 

。为舰艇速度 ； 

t为舰艇起锚准备时间； 

d。为舰艇距深水炸弹的安全距离； 

D i 为敌最小射击距离。 

当 Dmin<r时，有：d0<D 

对于第二种情况，有嘲： 

Dd—DK—r+ ．(∑ti+∑ ，)+ 。． (3) 
l一 1 J= 1 

DK—max( 0，Dmm) (4) 

式中 ： 

，z， 为观察和指挥阶段个数； 

， 为第 个观察和第 个指挥阶段所花费的 

时间； 

为 目标速度； 

。为舰艇速度 ； 

t为舰艇起锚准备时间； 

d。为舰艇距深水炸弹的安全距离； 

r为敌攻击半径； 

J[) i 为敌最小射击距离。 

3．2 观察系统工作时间 

在反蛙人作战中，如图 2所示，D 为指挥部获 

取有关信息的规定最小距离，D为观察系统发现目 

标的实际距离，D 为要求的观察系统观察区域深 

图 1 在歼灭敌蛙人时，观察区域深度 

度。在这种情况下，观察系统的工作时间为： 

观察系统的工作时间为L4]： 
m  

__、 

T一 厶 (5) 
l一1 

式 中： 

为观察阶段个数； 

为第 个观察阶段所花费的时间。 

如果观察系统实际观察目标的距离 R要与给 

定的要求距离 D ，即 ：R<D ，则有 ： 

T一(R R1)／ (6) 

式中：R 为指挥部获得 目标信息时刻，观察系 

统探测 目标的距离。 

或者 ： 

Dd— R1+V ·T (7) 

4 结束语 

水面舰艇编队反蛙人防 

御观察体系的构建，应按照编 

队的作战任务、作战时间及空 

间，多层 次组织、科 学计算分 

析，合理配置观察兵力与设 

图2 反蛙人作战时， 
观察系统的工作时间 

备，在每一个战斗进程中，保障编队观察系统都能有 

效地完成编队该阶段的作战指挥，实现编队的综合 

观察、综合防御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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