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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智能化战争的智能化核生化防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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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增强我军在联合作战中的核生化整体防护能力，对智能化战争中实施智能化的核生化防护保障进行研
究。将智能化思维合理运用到核生化防护保障中，分析信息获取、威胁判定、危害评估、行动决策和装备人才 5 大
问题。结果表明：“智能化”核生化防护保障可避免和减少核生化危害，提升保障部队持续作战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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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Protection Support
Based on Intelligent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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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overall protection capability of 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ar (NBC) in joint
opera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lligent NBC protection support in intelligent war is studied. Intelligent thinking is
reasonably applied to 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protection support, and 5 major issues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threat determination, hazard assessment, action decision-making and equipment personnel’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lligent’ 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protection support can avoid and reduce nuclea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hazards, and enhance the sustained combat support capability of the support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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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未来智能化战争中，组织实施核生化防护保

使用威胁和遭受次生核生化危害的双重压力，笔者
开展智能化核生化防护保障研究。

障是作战保障的重要内容。智能化核生化防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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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以保障信息为主导，针对我军战场武器装备的

在一体化的联合战役作战保障中，实时性地开
展核生化信息数据获取与正确运用，对于作战指挥
决策、计划和战场控制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2]。
1) 在信息获取方面，要实时搜集战场核生化威
胁信息、战场核生化危害信息、军队核生化防护指
令信息、军队核生化防护态势信息和战场环境相关
5 类信息。其中：战场核生化威胁信息包括核生化
武器使用威胁信息和次生核生化威胁信息；战场核
生化危害信息分为核爆炸信息、核辐射信息、化学
危害信息和生物危害信息 4 种；军队核生化防护指
令信息分为指挥机构发布的核生化防护指令信息、
地方政府防护指令信息、作战部队防护指令信息和
防化部队保障指令 4 类；军队核生化防护态势信息
包括部队防护状况、防护训练水平、防护装备器材
配备、防化部队力量编成、查明的核生化危害等信
息；战场环境信息主要是与核生化防护保障相关的

技术特点和战场环境，充分利用智能化手段，对核
生化防护保障行动的组织指挥、核生化侦察预警、
核生化威胁评估、核生化武器杀伤破坏程度判定、
核辐射和毒剂剂量监测、放射性与化学污染消除等
保障手段的智能化。实施智能化的核生化防护保障，
对避免和减少核生化危害，确保部队保有持续作战
保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作战中，由于战场信
息量空前增大，要求核生化防护保障指挥机构必须
具有实时化的信息获取、处理能力 [1] 。由于核生化
情报侦察、核生化防护决心预案、核生化防护保障
需求和效果评估等需要进行量化处理，要求核生化
防护保障指挥机构必须具备量化的计划决策能力；
由于保障行动需要科学筹划、精心组织和密切协调，
要求核生化防护保障指挥机构必须具备精确化的
协调控制能力。针对未来智能化战争中核生化武器

实时性开展核生化信息获取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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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地貌、地面性质以及高空风向、地面风向风速、
大气能见度等信息。要确保信息获取的实时性，必
须基于智能化的采集手段，依据作战态势和战场环
境，构建战场一体化联合侦察预警情报网络，实现
核生化信息融合，最大限度地共享核生化情报资源。
2) 在信息运用方面，要通过一体化作战指挥平
台有效分析处理获取信息。一是预测战场核生化威
胁的程度高低和我军部队所具有的整体防护能力大
小；二是要分析判断保障需求、保障能力、战场环
境等各方面的信息，掌握战场和保障态势的发展趋
势，制定正确的行动方案，作出最优决策；三是对
保障行动情况和战场态势的及时掌握，保证指挥人
员围绕决策目标对保障行动进行调节控制，确保按
时保质保量完成保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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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开展核生化威胁程度判定

现代战争是核威慑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在这
种战争样式中，核武器小型化、多样化，缩小了核
弹与常规弹威力的差距，降低了“核门槛”；化学武
器向高毒、二元方向发展，防护更加困难；生物武
器向寻找新病毒、基因组合等方向发展，杀伤威力
大，更加难防难治，使核生化武器增强了战场使用
的灵活性和可能性 [3] 。另外，战场上核化工业设施
易遭受袭击破坏，次生核化危害将成为我军作战难
以避免的现实威胁。对此，必须要综合利用各种信
息资源，强化对战场核生化威胁和重点风险因素的
全方位研判，这需要运用智能化防化思维，预防性
解决核生化防护准备问题。
战场核生化威胁程度判定，对于有针对性地做
好核生化防护保障准备具有重大意义。其核生化威
胁情况判断主要分为 2 方面：
1) 核生化武器的使用判定。
要根据敌军核生化武器装备、战场部署、情报
侦察，首先判定使用的可能性大小；其次结合地形、
气候，动态判定我军战场部署可能使用的时机、地
点、种类与方式。
2) 战场次生核生化威胁判定。
根据作战区域、核生化工业设施布局，分析判
定遭受敌火力打击可能性大小，分析判定一旦遭受
袭击，核生化有毒物质泄漏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等。
历史经验表明，核生化防御必须根据核生化威
胁程度的不同，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做到适度防
御、适时准备，避免或减少因核生化威胁程度判断
失误造成过度准备或准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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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性研算核生化危害程度评估
核生化武器是一种特殊武器，其瞬间杀伤破坏

范围比常规武器大许多，可在极短时间内造成战场
敌我态势的改变。对此，指挥员需要及时了解敌核
生化武器袭击对我军人员、武器装备的毁伤情况，
分析判明战场形势，迅速采取应对措施。核生化武
器毁伤估算是指在核生化条件下作战时，核生化武
器爆炸可能造成的杀伤破坏作用的估算。具体分为
使用核生化武器之前估算和使用之后估算 2 种。
使用前的估算通常称为预测。预测是根据作战
行动概况、核生化武器装备情况，按作战需求(或假
设的作战需求)预设核生化武器的各种使用方法，估
算在不同作战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毁伤效果及其对作
战进程的影响，从而提前做好各种相应的作战和防
护保障准备。
使用后的估算是在核生化武器应用于战场之
后，为及时判定核生化袭击情况而进行的工作。核
生化危害评估由人机互补共同评估，是计算机估算
与指挥员科学分析相结合形成的结果 [4] 。评估时，
首先是计算机按照决策评估软件所规定的程序，综
合运用数据库、模型库提供的信息，并进行估算。
其次是指挥员在估算的基础上，结合战场作战态势
和指挥经验，运用创造性思维作出决策评估。实施
核生化估算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精确掌握核生化武器
使用的时间、地点、当量(规模)、方式 4 个要素，
结合作战地区的实时地形和气候等因素，对给部队
作战行动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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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制定核生化保障行动决策
核生化环境下的联合作战，防护决策是否科学

迅速、及时有效，将直接关系到联合作战力量的生
死存亡，关系到作战进程与结局 [6] 。核生化防护决
策主要有 3 点：
1) 核生化情报决策，包括对核生化威胁情况判
断，即核生化威胁程度，敌人使用核生化武器袭击
的时机、目标、规模、类别、方式，敌袭击我重要
核生化设施的时机、方式；我情判断，主要指对核
生化防护能力作出判断；战场环境判断，主要是对
影响核生化武器使用和核生化防护的地形和气象进
行判断。
2) 核生化防护行动决策，主要内容包括：①确
定核生化防护重点，包含重点防护方向、重点防护
阶段和时机、重点防护行动和重点防护目标；②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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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程序是领会上级意图、分析判断情况、确定作战

进，聚集“打赢”，着眼“高标准”，实现“5 个转
变”：1) 由体能技能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2)
由经验积累继承型向科学知识创造型转变；3) 由单
一学科“专才型”向综合学科“通才复合型”转变；
4) 由重硬件、重一般技术开进向重软件、重智能技
术型转变；5) 由单一人才型向群体人才型转变，努
力建设一支高效、精干、综合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的
核生化防护保障人才队伍。要着眼培养复合型的“将
才”，使指挥员达到“军政兼容、指技合一”；要着
眼培养谋略型的“智才”，使参谋助理员做到“本职
专业精、相关专业通、谋划能力强” [8] ；要着眼培
养专家型的“尖子”，能够解决核生化防护保障中的
各种技术难题；要着眼培养技能型的“匠才”，会熟
练操作运用和维修保养各种核生化防护保障装备。

目标、拟制备选方案、分析评估方案和优选决断方

6

胁等级，调整防护准备等级；③确定部队核生化防
护专业保障，包含专业力量区分、部署、保障方式
选择等内容；④确定核生化防护方案的主要步骤，
包含设计、优化和评估方案等。
3) 核生化防护控制决策，包括：①核生化危害
态势评估，包含核生化危害范围、硬毁伤、软毁伤；
②调整核生化防护方案，修正核生化防护方案和重
新设计核生化防护方案。
为提高决策的时效性，在程序上要科学设计，
可采取并行决策方式 [7] 。一方面，上级与下级并行
决策，或是综合计划部门与各业务部门并行决策；
另一方面，在决策程序上进行并行处理，传统的决

案。并行决策中，确定作战目标和拟制、分析评估
方案同时进行；在时间上可采取动态决策方式，根
据战场核生化威胁和危害的不断变化，适时地调整
核生化防护准备等级，及时进行核生化情况判断和
方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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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培育核生化人装发展体系
智能化的核生化防护保障特点体现在信息高度

结束语

笔者将智能化思维合理运用到核生化防护保障
中，充分发挥保障的实时性、预防性、精确性、科
学性、可靠性，可切实提升保障部队持续作战保障
能力，为避免和减少核生化危害压制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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