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 制 理 论 与 应 用

第 33 卷第 12 期
2016 年 12 月

Vol. 33 No. 12
Dec. 2016

Control Theory & Applications

DOI: 10.7641/CTA.2016.6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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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军用信息系统作为体系能力的倍增器, 最近几十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但也面临极大的挑战, 尤其是以理
解、推理、决策为代表的智能化认知技术成为当前信息系统智能化发展的瓶颈. 本文在剖析当前军用信息系统智能
化需求的基础上, 深入分析了以“深绿”计划为代表的指挥信息系统智能化发展现状和不足, 而以“深度学习”为
代表的智能化认知技术发展为军用信息系统智能化建设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综合考虑体系作战的复杂性特点, 提
出需要重点突破的智能认知关键技术; 最后, 结合国防大学兵棋演习数据, 采用深度学习等技术, 初步实现了对作战
体系威胁评估和作战态势优劣的智能化判断, 展示了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智能认知技术在军事信息系统智能化建
设中的潜在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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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and trends in intelligent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GUO Sheng-ming† , HE Xiao-yuan, HU Xiao-feng, WU Lin, OU Wei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Operation and Command Training,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f PLA,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The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as the amplifier of system of systems (SoS) effectiveness, have made dramatic achievements in recent decades. However, it still faced huge challenges. Especially, the intelligent cognitive technology
to understand, reasoning and decision-making, has become the bottleneck of current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requirement for the future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we analyzed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disparity of the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in-depth compared to the requirements taking example of Deep Green
Plan, which was proposed by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 of USA.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cognitive technology owing to “deep learning”recently bring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the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Considering the complexity of SoS operations, we suggest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intelligent cognition for the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which needs to break through at present. Finally, we introduced our works on evaluation of operation SoS and operational situation evalua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technologies, and illustrated their advantage and feasibility in methodology.
Key words: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deep learning; 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s; threat evaluation; operational
situation evaluation

1 引言(Introduction)
随着战争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 作战空间不断扩
大, 作战态势日趋复杂, 各类军用信息系统开始进入
作战指挥领域, 用于辅助指挥员进行作战指挥与决策
活动.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军用信息系统, 如一体化指
挥平台、兵棋推演系统、数据工程及作战任务规划系
统等, 都实现了“从无到有”发展.
然而, 现有军用信息系统发展都遭遇了同样的难
题, 那就是对战场信息智能化分析与辅助能力的滞后:
系统功能基本停留在事务处理和业务计算层面, 对所

处理的信息(如战场数据、作战文书、态势图表等)无
法实现智能认知, 更谈不上智能辅助决策. 随着信息
化战争复杂性的不断提高和战场大数据的爆炸式增
长, 加之无人化作战、网络空间作战等“秒杀”作战
样式的出现, 对现有的军用信息系统建设提出了前所
未有的严峻挑战.
未来战争中, 战场认知与决策速度将成为战争胜
负的决定因素, 谁能够更快地处理战场信息、理解态
势、实施决策并执行打击, 谁就能赢得主动. 智能认
知、自主决策等已成为未来新一代军用信息系统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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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只有突破了智能认知技术的瓶
颈, 才能实现系统能力的阶跃式提升, 形成与对手不
对称优势 [1] .

行动能力, 才能有效提高作战任务规划与方案分析评
估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使相应的系统更加有效地应对
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

为此, 本文将深入剖析现有军用指挥信息系统智
能化认知需求, 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领域的研究现状
及主要困难, 结合当前智能认知技术的发展, 提出需
要重点突破的关键智能认知技术, 最后介绍了课题组
在面向军用信息系统的智能化威胁评估和态势判断
方面进行的探索性工作.

四是在作战演习与模拟训练方面, 缺乏对战场信
息的智能认知, 就难以实现对训练效果的智能量化评
估, 影响裁决评估的科学性与可信性. 战略战役层次
的军事演习与模拟训练, 演练情况与态势错综复杂,
单纯依靠定性经验和统计分析, 难以客观、科学、全面
地评估裁决训练效果. 基于智能技术的作战效能分析
评估技术的突破, 则可以实现辅助施训者对演习训练
过程与效果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评判.

2 未 来 军 用 信 息 系 统 智 能 化 认 知 需 求 (Intelligent requirement for the future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军事信息系统建设发展中长期无法解决的许多瓶
颈性问题, 归根结底就是计算机对所处理的复杂战场
信息智能认知问题没有解决.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在作战指挥方面, 缺乏对战场信息的智能认
知, 将难以满足未来战争高效指挥决策的需要. 信息
化联合作战条件下各类战场信息数据爆炸式增长, 虚
实空间交错, 态势瞬息万变, 对指挥员的认知决策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果仍是依靠各级指挥员和参
谋人员以人力为主的融合、分析、推理和决策, 指挥周
期将远远慢于对手, 指挥控制可能一直无法形成有效
的 观 察–判 断–决 策–行 动(observe-orient-decide-act,
OODA)周期, 始终追赶敌人的节奏而处于被动挨打的
局面. 可以说, 未来战争谁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战场信
息认知的智能化程度, 谁就能压缩“观察判断”时间,
先敌一步抢占决策优势.
二是在兵棋推演方面, 缺乏对战场信息的智能认
知, 将难以在模拟对抗中提供逼真的蓝军对手和计算
机兵力生成. 现有兵棋推演中, 作战对手还必须由己
方派人扮演, 避免不了带有很强的“红军”印记. 由于
同样原因, 兵棋推演所有下级部队都是计算机模拟的,
它们不能理解作战态势并根据上级指挥员决心细化
作战行动. 这就难以避免地存在推演与决策脱节问题.
如果未来能够实现具有智能化认知和推理能力的“智
能蓝军”, 则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三是作战任务规划与方案分析评估方面, 缺乏对
战场信息的智能认知, 就只能一厢情愿的“对抗”推
演分析, 难以应对未来战争的不确定性, 极大影响了
决策方案的质量和可行性. 现有的任务规划与分析评
估系统基本上都是在预先设定敌情条件下, 按照预先
设计的行动过程或计划脚本, 对作战方案进行静态或
准静态地推演与分析. 但作战过程千变万化, 不确定
性程度很高, 如果不能根据对手的反应自主、实时调
整作战计划, 则难以充分反映作战实际, 将直接影响
推演结果的可信性. 只有提高仿真实体的自主决策与

因此, 未来智能认知技术一旦突破, 不仅会带来战
争复杂体系认识论、方法论的突破, 同时对推动军事
信息系统的升级换代和跨越式发展、提高未来作战指
挥效率和促进战斗力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3 军 用 信 息 系 统 智 能 化 研 究 现 状 (Current
researches on the intelligent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3.1

以“深绿”为代表的军用信息系统发展遭遇
智 能 化 瓶 颈 (Bottleneck of development for
the intelligent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s
with the represent of DEEP GREEN)

各国军队很早就把提升各类作战系统智能化水平,
特别是增强系统对复杂作战数据的智能理解与认知
能力, 作为军用信息系统发展研究的核心能力, 其中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
从2007年起启动的“深绿”计划[1–6] .
“深绿”计划的名称, 源于IBM的“深蓝”, 其核
心思想就是借鉴深蓝对未来步骤暴力搜索的走棋方
式, 预判敌人可能的行动, 从而提前做出决策. 深绿计
划的目标就是将人工智能引入作战辅助决策, 通过研
究 探 索 基 于“ 草 图 ”的 智 能 化 作 战 计 划 生 成 接
口、“闪电战”计划方案快速仿真分析引擎、“水晶
球”自动化决策与态势评估优化工具, 并融入各级军
用信息系统之中, 实现对未来敌我可能行动及态势的
自动生成、评估和预判, 帮助指挥员适应掌握战场的
瞬息变化, 从而大大加快指挥决策周期, 将制定分析
方案时间预计缩短为现在的1/4, 其体系架构如图1所
示.
深绿所追求的理想效果是: 只要能提供我方、友
方和敌方的兵力数据和可预期的计划, 推演就会很精
确, 就可以为旅一级甚至更高层指挥员做出正确决策.
然 而, 深 绿 进 展 并 不 顺 利. 截 止2012年, 深 绿 共 投
入6500万美元, 却只保留了“计划草图”这一人机接
口功能(sketch to plan: 计划草图采用“草图+口述”
的多模式交互方式), 其他功能均未达到预期效果[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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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根本原因, 是它试图通过计算智能和感知智能的
方法去模拟人类复杂的高层次思维和认知活动, 在认
知智能技术没有突破的条件下, 必然遭遇挫折. 具体
来说, 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
1) 基于规则的“闪电战”仿真模型无法实现对未
来的准确仿真. “闪电战”的功能是对未来多种可能
进行仿真, 推演出可能的结果, 供指挥员决策时参考,
但现有的仿真实体及其决策行为建模方法, 如多智能
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 MAS)理论、复杂网络理
论等, 均难以满足这一需求[7] . 无论是半自动兵力模
型(semi automated forces, SAF), 还是智能兵力生成
(intelligent forces, Soar/IFOR)、指挥兵力系统(command forces, CFOR)等 智 能 实 体 模 型[8–10] , 都 是 基 于
“if-then”式的规则硬编码方式进行认知、决策和行
动, 只能适用于一些简单条件下战术行动的仿真模拟,
且这样的仿真会带有明显的己方行为印记, 对于具有
高度对抗性和不确定性的复杂战场情况则难以实现
对未来战场的准确仿真与可靠预测. 因此需要创新自
我学习、自我进化的智能化仿真建模方法.
2) 基于人工特征指标的体系评估方法难以实现
对作战体系的准确评估. 作战体系评估是实现正确决
策的前提, 传统体系评估方法, 如指数法、兰彻斯特方
程方法、可用性–可靠性–能力分析方法(availabilitydependability-capacity, ADC)、系 统 效 能 分 析 方 法
(system effectiveness analysis, SEA)、效 用 函 数 分 析
法、数学规划方法、影响图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和
多属性效用分析等[11–13] , 大多基于还原论思想,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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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经验和小数据样本集构建评估指标和评估模型
的解析表达式, 很难对“深绿”所要面对的复杂作战
体系做出科学、准确的评估; 而采用支持向量机、决策
树等传统数据挖掘方法[14–15] , 面对急剧增加的战场海
量异构数据和实体间复杂的交互关系, 也已经无法满
足军用信息系统的在线、实时、动态的体系评估需求.
因此, 需要面向复杂战场大数据的研究智能化体系评
估方法, 实现对战场态势自主、全面、客观的评估判
断.
3) 基于模板的态势认知推理技术难以满足巨量
状态空间的评估、推理和预测. 原先以为“深蓝”可
以自然变为“深绿”, 然而“深蓝”的轮次博弈, 与实
际作战不太符合, 其暴力搜索方法本质上也不适用具
有复杂非线性和“战争迷雾”特点的作战指挥. 传统
基于人工智能的战场态势认知技术, 如本体论方法、
动态贝叶斯网络方法、D-S证据理论(dempstershafer
evidential theory)、模糊推理等方法[16–19] , 难以准确描
述态势推理的巨量状态空间, 并且在知识表示、时空
推理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对未来
态势的准确推理和判断. 因此, 需要创新面向不完全
信息、能够实现端到端的自主推理和决策技术.
以上这些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在军事指挥信息系统
建设中所共同面临的基础性问题, 未来军用信息系统
智能技术的真正进步, 需要从基础性工作开始, 探索
研究融合机器学习、脑认知科学、大数据、复杂网络
等方法的新型智能认知技术,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军用
信息系统各类智能化瓶颈问题.

图 1 深绿计划的结构框图[2]
Fig. 1 The principle and architecture of Deep Gree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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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机器学习技术快速
发展, 为军事信息系统智能化认知突破带来
了曙光 ( Rapid development of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DEEP GREEN
has brought the dawn of intelligent cognitive
breakthrough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深度学习”技术的突破引发了机器智能技术的
飞速发展, 在大数据和新型高速并行计算平台的支撑
下, 仅用了短短10年, 就已在图像与语音识别理解、自
然语言处理等感知智能的诸多领域达到甚至超过人
类水平[20–23] . Google X具备了初步的概念抽象能力,
已 经 可 以 读 取 图 像 并 转 为 抽 象 概 念; IBM 的“ 沃
森”通过将大数据与深度学习技术相结合, 获得了更
强的数据分析与挖掘能力, 在某些领域(如特定疾病诊
疗、商业智能等方面)已经达到了人类顶级专家的认
知水平. 此外, 在新闻自动发掘与稿件撰写、视频游戏
自主学习[24–25] 等诸多原本主要依靠人类经验直觉的
领域, 机器认知智能水平也开始达到甚至超过人类,
而且在某些方面开始具备类似人类“举一反三”的小
样本概念学习能力[26] .
尤其是2016年3月, 谷歌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
战胜韩国世界冠军李世石, 使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挑
战人类最顶尖大脑的地步[27–30] . AlphaGo代表了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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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在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高性能计算和大数
据技术等领域的最新成就. AlphaGo[30] 充分借鉴了人
类棋手的下棋模式, 用策略网络来模拟人类的直觉棋
感, 用价值网络来模拟人类对盘面的综合评估, 同时
运用蒙特卡洛树搜索将策略网络和价值网络融合起
来, 模拟人类棋手深思熟虑的搜索过程, 同时结合大
量的自我博弈结果验证, 实现对复杂围棋盘面的智能
化认知判断, 其体系结构如图2所示[28] . 这一体系结
构和设计理念与深绿计划极其相似: AlphaGo的蒙特
卡洛搜索树相当于深绿计划中的“水晶球“, 实现决
策总控; 策略网络+自我博弈, 相当于深绿计划中的闪
电战, 实现多次快速仿真; 而AlphaGo的价值网络相
当于深绿中的体系评估, 实现对态势的判断; AlphaGo
的48通道围棋盘面输入相当于深绿中的草图模块, 实
现人机接口设计. 因此, AlphaGo对于军事指挥信息系
统智能化的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尤其是当谷歌
公司宣布将这一方法应用于与人类战争更加相近的
即时战略类游戏“星际争霸II”, 使人们看到了指挥
信息智能化突破的曙光. 如果这一目标真能达成并将
相关技术转入军用领域, 意味着美军未来将在军用信
息系统建设方面跨入智能化时代, 势必进一步巩固和
扩大其军事领域的领先优势, 使对手在未来作战中处
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图 2 AlphaGo的原理及体系结构[28]
Fig. 2 The principle and architecture of AlphaGo[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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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当前认知智能的研究进
入了快速上升期, 虽然目前智能水平还比较初级, 但
在可预见的未来, 其在更多领域和更复杂问题方面的
突破将迎来爆发式发展, 也必将给军事领域带来深远
影响, 尤其是解决作战信息系统面临的智能认知等瓶
颈问题提供了条件.

3.3

美军已将作战智能认知作为关键颠覆性技
术, 为保持其未来军事优势进行长期规划布
局, 并已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In order maintain future superiority, U.S. Army has taken intelligent cognitive as the subversive technology,
carried out a long-term planning, and has been
far ahead of other country)

当前美军正大力推进智能认知技术在军用信息系
统 方 面 的 应 用 研 究, 并 把 它 作 为“ 第3次 抵 消 战
略”的“高科技圣杯”[30–32] . 美国国防部先进项目研
究局DARPA曾明确表示, 一旦相关技术取得突破, 将
会使指挥控制、情报信息、态势感知、决策和行动等
军事能力得到革命性的跃升. 为此, 美军在该领域进
行了长期规划和全面布局. DARPA先后启动了大量与
此相关基础性探索项目和实际作战应用项目[32] ,
如“ 深 度 学 习 ”(deep learning, DL)、“ 深 度 文 本 搜
索过滤”(deep exploration and filtering of text, DEFT),
“分布式战场管理”(distributed battle management,
DBM),“人机协作(半人马)”计划等, 几乎占到总项
目数的三分之一, 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同时, 在网络、
电磁等新型作战领域, 美军更是把智能认知技术作为
重点, 先后于2012年和2015年提出X–PLAN 计划和
认知电子战计划. 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颠覆性的人工
智能技术, 实现对战场大数据自动化处理、态势智能
认知以及高效自主决策, 以应对并制造出变化速度更
快的战场形势, 取得OODA 环中更大的敏捷性优势.

4 军事信息系统智能化面临的主要困难
(Main difficulties of intelligentialize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虽然机器智能技术近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突
破, 要真正实现军事信息系统的智能化还有非常大的
距离. 究其原因, 其困难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
面:
1) 军事信息系统的智能认知是一个涉及多个学
科领域的复杂智能认知活动, 涉及多个学科领域, 多
学科综合协调的难度很大, 需要集成攻关.
认知是最复杂的人脑思维活动之一, 军事信息系
统的智能认知需要通过模拟人类深思熟虑行为, 通过
自主学习发掘规律, 并完成推理、规划和决策, 不仅涉
及到人工智能、脑认知等学科, 还与信息处理、数学等
多学科领域密切相关. 与感知和计算相比, 认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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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复杂. 要取得突破, 必须要能实现各相关学科围
绕特定目标, 协调推进, 深度融合, 需要一个长期持续
不懈的坚持发展过程.
2) 军事信息系统的智能认知是一项关于作战复
杂系统的智能活动, 其运行机理很多尚不清楚, 需要
军事、技术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作战体系是典型的复杂系统, 具有“适应性、不确
定性、涌现性、非线性”等复杂性特征. 指挥员对战场
情况的认知是在不完全信息甚至真伪并存信息条件
下进行的宏观与微观结合、经验与理性并重的高度艺
术化的思维活动, 其内在运行与作用机理目前很多还
尚不清楚. 但近十五年的科学进展揭示了突破的可能,
需要军事专家和技术专家发展各自所长, 共同努力才
能有所突破.
3) 军事信息系统的智能认知样本数据稀缺、保密
性强、获取困难, 一般智能学习方法难以应用, 需要创
新独特的机器学习方法.
深度学习等机器学习算法, 其有效运行需要足够
多且相对完备的数据样本加以训练. 然而我军尚没有
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战争, 因此有价值的实战
数据几乎为零. 由于保密原因, 外军作战数据也很难
获取. 即使平时的演习训练, 受训练次数和数据采集
条件的限制, 能够获取的数据量也远远无法达到一般
深度学习方法所需的样本规模. 因此, 需要创新适用
于稀缺样本的新型智能学习算法, 并找到类似于
AlphaGo通过自我博弈生成大规模数据的方法, 才能
解决这个问题.
4) 战场组成要素丰富, 军事信息系统的智能认知
计算量巨大, 需要远超现有平台的超强计算能力支持.
AlphaGo通过算法优化, 有效解决了围棋状态空
间巨大、难以遍历搜索的难题, 即使这样, 其消耗的计
算资源也是非常大的, 共使用了1202个CPU和176个
GPU. 下一步AlphaGo将挑战的“星际争霸2”游戏,
其状态空间将达到101658 , 是围棋的101515 倍. 可以想
象, 要像“深绿”设想的一样实现复杂度远远超过围
棋和视频游戏的战场情况进行学习、理解和预测, 其
计算量将超乎想象, 所以要实现对战场信息的智能认
知, 不仅需要在软件算法方面找到有效的优化约简途
径, 更需要智能计算平台和计算能力的突破和跃升.

5

军用信息系统智能化认知需要突破的核
心技术(Key technologies of intelligent cognitive need to break through in military information system)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军事信息系统智能化的突
破, 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 但也已见到曙光, 是一项需
要持续不断探索的长期性复杂系统工程, 不能急功近
利, 关键是做好基础性研究. 因为, 立足于为提升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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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信息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结合战争复杂系统的特
点, 我们认为需重点突破以下几个方向的共性、基础
性技术:
1) 基于自主特征表示的体系评估和威胁判断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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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及面向自主决策的深度增强学习方法
,
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智能化的超实时仿真技术不断提
高模型的泛化能力, 以此提高自主决策的效率和可靠
性.
[37]

[25,27–28,39]

4) 面向稀缺样本的混合深度学习技术.

战场态势的认知在很多情况下属于指挥员“运用
之妙, 存乎一心”的复杂隐性思维活动, 与指挥员知识
结构、阅历经验及认知水平密切相关, 而通过以深度
学习为代表的机器智能技术对关键战场信息特征的
自主抽取与聚类分析[33] , 实现对包括战场威胁判
断、防御判断、使命判断、效果判断等战场“状态”特
征的理解认知, 并形成统一、可量化的知识表示, 这
种“特征工程”为战场认知的描述和量化以及复杂体
系认知机理研究提供了有效手段, 这些通过多源异构
大数据提取的状态特征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的反
映“整体、动态、对抗”的体系效能和威胁判断. 同时
基于多元异构数据的战场态势跨模态知识联合表示
技术的突破[34] , 将有助于实现不同模态(结构)数据之
间的知识互补和共享, 为军用信息系统实现更丰富的
人机交互能力.
2) 作战时空行为认知与意图判断技术.
在时间和任务压力的情况下, 经验丰富的指挥员
常常是基于以往大量实践和训练所获取的经验型思
维模式(或思维定式)进行指挥控制, 而这种思维定式
则建立在行为模式和演化规律的描述基础上, 这种知
识描述也是形成长期记忆并实现知识传递和共享的
基础. 因此, 需利用战场大数据挖掘作战行为模式, 构
建作战行为模式库, 然后在理解不同作战行为时空关
联关系的基础上, 通过模式匹配对态势发展趋势做出
预测, 同时利用不同时空尺度的行为之间复杂关联关
系及演化模式, 解决基于作战行为聚类与分解的自主
任务规划问题. 已经验证在自然语言处理和行为识别
方面具有巨大应用潜力的神经图灵机和注意力机
制[35–37] , 可能会是作战行为认知和意图判断技术突破
的关键.
3)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自主决策技术.
指挥员看到的战场信息总是不完整甚至是错误的,
这成为”战争迷雾”, 因此基于战场态势理解的自主决
策是不确定信息推理的过程, 这里的不确定性主要体
现在: 一是推理证据的不确定性, 二是推理策略的不
确定性, 三是推理结论的不确定性. 传统的战场态势
推理方法的瓶颈主要在于战场态势特征的认知和推
理策略的选取有太多不确定的“人”的因素, 同时, 复
杂条件下的对抗博弈没有绝对的最优解, 需要在不断
的探索、选择、评估中探索可行的策略. 因此, 一方面
要探索增强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作战特征理解的鲁棒
性[38] , 优化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博弈策略的选择方
法[39] , 并考虑加入面向关键特征和行为的注意力机

作战体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战场数据具有极其巨大
的状态空间, 按现有深度学习方法对这样巨大的状态
空间进行认知描述, 所需要的数据量远超想象. 同时,
由于目前作战数据因为感知手段、存储方法的限制及
数据保密性导致的难以共享等问题[40] , 造成了学习样
本, 尤其是带认知标签样本的缺乏, 给深度学习方法
在军用信息系统智能化领域的应用带来极大的困难,
仅使用现有的深度学习算法并不可行, 一方面需要探
索基于稀缺样本数据的认知学习方法, 就像人类学习
新概念一样能够从少量甚至单一的案例中获得知识,
如贝叶斯程序方法[26] , 一方面需要探索基于作战仿真
的作战数据生成方法, 就像AlphaGo基于快速走子的
左右互博, 另一方面需要探索基于”对抗“神经网络
的知识标签生成方法及无监督深度学习方法[41] , 同时
利用面向多任务作战认知知识共享和记忆移植的迁
移学习方法[42] , 将不同形式、不同任务、不同领域战
场数据之间形成的知识进行有效便捷的共享和迁移.

6 我们的工作(Our works)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考虑, 面向指挥信息系统的智
能化需求, 国防大学课题组以全军战略战役兵棋系统
演习应用所采集的海量仿真推演数据为基础, 采用复
杂网络和深度学习技术, 分别在智能化体系评估和威
胁判断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数据是智能化认知研究的基础,
数据的来源一是实际作战或演习, 二是作战模拟系统.
但是, 和平年代通过实兵演习的方式获取全面的战场
数据不仅耗费巨大, 技术上也很难实现, 更主要的是,
难以获得充分体现“对抗性”特点的数据. 而未来作
战必然是联合作战, 大型兵棋系统仿真推演数据, 以
大型联合作战兵棋演习系统进行“真人实演”的作战
推演过程所产生的仿真大数据, 是目前我军在联合作
战及其指挥决策层面最接近实战的数据. 利用这一仿
真平台, 目前已开展了30余次真实指挥员参与的多想
定、实案式的体系对抗推演, 已完成了数个战区、不同
方向与想定背景下的海量仿真数据的采集与存储, 数
据可信性强, 实战化特点突出, 完全可以满足研究指
挥信息系统智能认知相关技术研究的需求. 针对仿真
数据与现实数据之间差异, 则可以通过对实际指挥信
息系统数据和仿真数据的映射变换和知识迁移的方
式, 将训练得到的认知模型通过少量数据的微调而可
直接应用于实际军用信息系统建设, 因此, 贴近实战
的仿真数据是克服作战数据样本稀缺的一条有效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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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也是开展军事信息系统智能化相关探索研究的基
础.

6.1

基 于深 度学 习和 复杂 网络 的防 空体 系威 胁评
估判断(Threat evaluation of air defense system
combined with complex networks and deep
learning technologies)

针对传统体系评估方法难以描述防空体系各组分
系统的状态、能力参数之间复杂的网络化、非线性交
互关系的问题, 我们提出一种基于先验知识的强制稀
疏化自编码器神经网络模型, 该模型首先利用数据挖
掘和复杂网络的方法抽取防空体系的先验知识, 在此
基础利用自编码神经网络 (auto encoder neural networks, AENN)[43] 的自主特征提取能力, 实现对防空
体系能力自底向上的涌现过程. 这一思路既能克服传
统方法对底层能力指标之间的网络化、非线性交互关
系难以描述的问题, 又能避免神经网络对体系能力指
标涌现过程中军事内涵难以解释的“黑箱”问题, 进
而实现对防空体系智能化“端对端”的威胁评估判断.
仿真实验的想定背景为防空作战的“要点防护”,
如图3(a)所示, 红方的作战目标是防卫指挥所不被摧
毁. 在作战仿真推演中, 我们通过不断改变实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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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测量描述红蓝对抗过程的102个状态性能指标获
取实验数据. 首先采用网络社团分析和最大信息交互
组 合 算 法[44–46] (maximal information-based nonparametric exploration & fast newman algorithm, MINEFNA)挖掘构建防空体系指标网络, 并得到关联网络
的3个社团结构, 如图3(b)所示, 得到指标关联网络
的3个社团G1 , G2 , G3 , 如图3(b)所示. 其中G1 主要包
括防空装备间的指挥通信量、情报传输量及处理效
率、防空兵器参战率等与指挥信息相关的性能指标参
数, G2 社团主要包括探测率、防区突防率、拦截率、战
损率、武器平台发射数量等与体系一体化火力打击相
关的参数, G3 主要包括首次接敌时间和距离、首次开
火打击时间和距离、作战OODA时间、红方平均对每
架飞机采取的行动次数等与体系反应能力性能相关
的指标. 从中可以看出, 3个社团实际上代表了防空体
系高层次功能模块的抽象指标, 我们将其分别定义为
指控效能相关指标(h1 )、一体化打击效能相关指标
(h2 )和体系敏捷性效能相关指标(h3 ), 由此构建出评
估防空体系作战能力的三层指标体系结构, 如图3(c),
体现了底层测量指标到抽象效能指标(h1 , h2 , h3 ), 再
到体系作战目标(Y=是否会被摧毁)的聚合涌现关系.

图 3 基于强制稀疏自编码神经网络的防空体系威胁评估模型
Fig. 3 Threat evaluation model for air defense system of systems based on SPARSE-AENN

以图3(c)所示的体系指标聚合模型为自编码器网
络模型构建的先验知识, 构建出如图3(d)所示的强制
稀疏自编码神经网络模型(sparse auto encoder neural
networks model, SPARSE–AENN), 即强制隐含节点
与其社团外的输入指标之间连接权重始终设置0, 而

与其所代表的社团内的指标之间连接权重则通过网
络 训 练 进 行 优 化. 为 进 行 对 比 分 析, 除SPARSE–
AENN模 型 外, 我 们 还 构 建 了 未 稀 疏 化 处 理 的 两
组AENN模型, 其隐含层节点数分别为3和10. 经过仿
真模型数据的训练, 我们得到3组模型校验误差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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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情况如图 3(e) 所示. 可见, 当训练迭代到 400 代,
SPARSE–AENN模型的校验误差就已经下降到2%左
右, 而 没 有 先 验 知 识 指 导 的 两 种AENN模 型 在 经
过1000代训练后, 校验误差才收敛到3%左右. 在此基
础上, 我们分别利用测试样本对上述训练好的3种
AENN模型进行测试. 其中, SPARSE–AENN模型“端
对端”的预测精度约为97%, 而另外两种模型的预测
精度均在95%左右. 由此可见, 基于先验知识构建稀
疏SPARSE–ENN模 型, 在 模 型 训 练 效 率 和“ 端 对
端”预测精度上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另一方面, 通过SPARSE–AENN网络中各节点之
间的连接权重, 还可以得到各层指标间的网状连接关
系. SPARSE–AENN模型训练完成后隐含层到输出层
的连接权重矩阵为
(
)
w11 w12 w13
,
(1)
w=
w21 w22 w23

等方在监督学习过程中校验误差的收敛情况, 由
图4可见, SDA算法的收敛速度和计算精度明显优于
MLP, LRC和SAE, 说明通过在训练过程中增加噪声,
能够实现对不确定性、不完全态势评估数据鲁棒的描
述能力. 图4(d)显示了具有不同隐含层数目的SDA模
型以及LRC, MLP在测试样本集上的态势预测精度,
结果表明, 具有三隐含层的SDA模型的测试误差明显
小于LRC, MLP, 以及单隐含层和双隐含层SDA 模型,
其测试误差仅为5.6%.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 基于多层SDA网络的态势评
估模型, 可以准确实现对战场态势的智能化评估判断,
并且对不完全信息具有良好的泛化能力和鲁棒性, 是
实现战场态势快速判断和准确预测的有效模型.

其中w11 , w12 , w13 的大小分别表示指控效能因子, 防
空体系一体化火力系数, 以及体系敏捷系数3个指标
对体系能力贡献度的相对大小.
由此可见, 基于先验知识的强制稀疏自编码神经
网络模型既能全面、客观地描述防空体系能力指标之
间的网络化、非线性的交互关系, 又能反映体系指标
之间的涌现生成机理, 同时能够实现对体系威胁程
度“端对端”的智能化评估判断.

(a) 堆栈降噪自编码网络模型

6.2 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化战场态势判断方法研
究 (Intelligent operational situation evaluation
based on multilayer neural networks)
针对指挥员的态势判断难以通过显式的数学公式
来进行描述、推导和归纳[47–48] 的难题, 本文设计了一
种 基 于 栈 式 降 噪 自 编 码 器(stacked denoising autoencoder neural networks, SDA)[43] 的智能态势评估模
型, 如图4(a)所示, 通过在训练过程中对输入信号添加
噪声, 并进行降噪处理, 模拟指挥员态势评估过程
中“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
索过程, 实现从复杂的战场数据中提取态势关键特征,
并模拟指挥员对态势进行“端对端”推理判断.

(b) 不同该模型的收敛效率比较

我们从对抗条件下敌我双方的优劣势判断入手,
定义态势评估模型的输出空间, 将其划分为(绝对优
势、较大优势、微弱优势、势均力敌、微弱劣势、较大
劣势、绝对劣势、没有威胁)等8种模式, 作为模型判断
态势的知识标签, 相应的知识表示与模式解析机制如
图4(b)所示.
图4(c)中的曲线分别表示 SDA 算法与多层感知机
(multi-layer perception, MLP)[43, 49] 、逻辑回归分类器
(logistic regression classifier, LRC)[43] , 以及堆栈自编
码网络(stacked auto-encoder neural networks, S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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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ZHOU Yun, HUANG Jiaomin, HUANG Kedi. A study on impact of
deep green on command and control [J]. Fire Control and Command
Control, 2013, 38(6): 1 – 5.
(周云, 黄教民, 黄柯棣. 美国“深绿”计划对指挥控制的影响 [J]. 火
力与指挥控制, 2013, 38(6): 1 – 5.)
[5] HU Xiaofeng, RONG Ming. Where do operation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go: inspiration and thought on deep green plan [J]. Journal
of Command and Control, 2016, 2(1): 22 – 25.
(胡晓峰, 荣明. 作战辅助决策向何处去—–“深绿”计划的启示与思
考 [J]. 指挥与控制学报, 2016, 2(1): 22 – 25.)

(d) 不同模型的测试误差比较
图 4 基于栈式降噪自编码器的智能态势评估模型
Fig. 4 Operational situation evaluation model based on SDA

7 总结(Conclusion)
本文剖析了信息化条件下军用信息系统智能化发
展的需求, 并深入分析了美军“深绿”计划所遭遇的
智能化难题和以“深度学习”以代表的智能技术突破
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结合AlphaGo成功的技术方案
和体系结构, 探讨了军事信息系统智能化发展需要突
破的关键基础性技术, 最后, 结合兵棋演习大数据, 采
用复杂网络和深度学习相结合的技术, 在面向信息系
统智能化的作战体系威胁评估和态势判断两个方面
进行初步的探索研究, 展示了智能化技术为军用信息
系统智能化带来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论上的突破.
可以预见, 未来融合机器智能、脑认知、信息处
理、复杂系统等多学科领域技术的智能认知和自主决
策方法, 不仅会带来指挥信息系统的跨越式发展, 还
将为战争复杂性机理、复杂体系分析及效能评估、作
战任务规划与指挥决策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 提供一
个全新的认识论、方法论上的突破. 这必将从根本上
颠覆传统机械化、信息化战争以“火力到达”、“信息
到达”为主的作战样式和形态, 加快向以人机“认知
共享”和无人平台“自主决策”为标志的智能化战争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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