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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过程与机理的尺度关联性分析
阳东升 1 张维明 2

摘 要 综述 C2领域关于 C2过程与机理的相关理论模型,剖析不同理论模型的适应背景与范畴,提出 C2过程与机理的 “尺
度” 关联性,即在不同兵力系统的尺度 (时间尺度、空间尺度和兵力规模)上,其 C2过程与机理存在差异,包括指挥与控制闭环
反馈的形式、指挥决策方式、控制对象与内容等等.基于 C2活动的 “尺度” 的关联性分析,界定经典理论模型— OODA环的适
用范围为微观尺度 (小型作战平台)的实时对抗,即单一作战平台指挥控制过程与机理,中观和宏观体系 C2过程与机理应有与
其兵力系统 “尺度” 相适应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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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Mechanism and Scale of Command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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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ories and models about processes and mechanism of command and control (C2) with its background and scope of ap-
plication are summariz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echanism and scale of C2 is proposed, which embodies on processes and mechanism
of C2 with different diverse scale military systems (such as time scale, space scale, and scale in military force, et al.). The difference
includes layout of C2 closed loop feedback, style of commanding decision, object and content of controlling, et al. The application of
classic theory — OODA loop in C2 area is in micro-C2, which is single platform command real time confrontation. New theories and
models about processes and mechanism of C2 are required in macro or mid-scale military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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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学术领域关于 “指挥与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 C2)这一术语的出现可追溯到 19世纪
30年代,在《战争艺术》(1836年)中, Jomini在阐述
“军队指挥与作战控制” 时分别使用了 “Command”
和 “Control of Operations”[1] , 事实上, “指挥” 和 “控
制” 概念运用有各自的出场顺序,军事领域的 “指挥”
概念伴随人类战争与文明的发展,其源头已无从考
证,东西方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认知[2−4],但 “控制” 概
念与 “控制科学” 相伴而生,是 “控制理论” [5] 在军事

领域的运用. 在 “指挥” 与 “控制” 结合后,军事指挥
领域的 “艺术” 逐渐转向 “科学”, 尽管仍然存在指挥
艺术,但控制科学的权重在逐渐增加.
关于 C2概念的科学研究,从可查文献看,集中

在 20世纪 80年代,包括改进的OODA环[6]、Lawson
模型[7]、HEAT 环[8]、SHOR模型[9] 等系列成果,其
中,从非官方途径 (非正式出版文献), OODA环的产
生可追溯至 20世纪 50年代初,是约翰 ·博伊德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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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Boyd)从朝鲜战场战斗机空中格斗的经验总结,在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 该模型从众多理论成果脱
颖而出,被多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写入各军兵种作战
条令,包括美海军 (1991年)、空军 (1999年)和陆军
(2003年)及其他国防力量[10].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OODA环已从最初战斗机
空中格斗的优势/劣势分析方法演变为军事领域指挥

控制系统设计的通用业务模型,其应用范围不仅仅
是单机/舰/车,还涵盖了各层级指挥系统,包括舰队、
战区和全球指挥与控制系统等,远远超出约翰 ·博伊
德 (John R. Boyd)关于 OODA环的理论预设,甚至在
作战概念上,不同层级的 C2战也把OODA环列为基
本指导,强调 “快速” 和 “切入” 致胜.
在这一经典理论模型的应用泛化后, 暴露出诸

多约翰 ·博伊德 (John R. Boyd)未能想到的问题,如
多机/多主体对抗 (大规模兵力对抗)问题、参谋机构
的团队协作决策问题、作战转换问题 (从决策至执行
的过渡) 等等, Tim Grant和 Bas Kooter系统性地梳
理了问题[11],提出 6个方面的缺陷:一是概念定义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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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 没有明确各个环节的内容和边界; 二是忽略了
“筹划” 过程;三是忽视了对 “当前态势” 聚焦的机制,
或者 “行动” 环节的态势聚焦;四是局限于基于规则
的推理, 没有基于能力和基于知识的推理; 五是适
用于个体,对团队 (指挥机构或小组) 指挥活动不适
用; 六是 (与 RPDM[12] 和 PDCA[13] 相比较) 缺少学
习和纠偏过程,即在 “行动” 环节的检查和反馈. Tim
Grant和 Bas Kooter认为 OODA环是机械化战争形
态的指挥活动过程描述,与信息时代网络中心战的
指挥决策需求相去甚远并以网络中心战为背景,提
出 6个方面的需求: 一是态势感知的集中处理需求;
二是指挥系统结构扁平化的需求; 三是指挥节点反
应敏捷,且支持自同步;四是从集中循环控制转向分
散的自由控制;五是战争层次属性模糊,过程 (战前、
战中、战后)边界模糊;六是协同交战的需求.
与 Tim Grant和 Bas Kooter的战争形态差异观

念不一样, 文献 [14−15]认为 OODA环源于战斗机
的空中格斗,是单一平台的指挥对抗,其应用的局限
性根源在于从平台上升至体系后,指挥控制活动基
本属性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并从物理域、信息域、认
知域剖析了其属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决策方式
的变化,从基于规则转向基于预案; 观察的变化,从
实时态势演变为多种态势,如预判/预测态势、直前

态势、实时态势和历史数据 (作战过程);兵力行动的
变化,从直接执行计划至先作战转换 (部署展开) 再
执行,等等.
本文梳理总结了 C2领域关于 C2过程与机理

的相关理论模型,包括 OODA环及衍生的系列模型,
通过理论模型的基本原理和应用背景分析,提出了
C2过程与机理的尺度关联性结论,包括时间、空间
尺度和兵力规模等,即不同尺度上 C2过程与机理存
在差异,包括指挥与控制闭环反馈的形式、指挥决
策方式、控制对象与内容等等. 目前,关于 C2过程
与机理,还没有适用于不同尺度的指挥活动统一的
理论模型,从微观的舰、机、车平台指挥与控制至宏
观的战略或战役指挥,在不同尺度上,需要以尺度为
标准选择相应的理论模型作为其指挥系统建设的依

据和指导. C2领域的经典理论模型 —OODA环的
适用范围为微观尺度,即单一作战平台 C2过程与机
理,中观或宏观体系的 C2过程与机理需要有新的理
论模型.

1 C2过程与机理的相关理论模型分析

1.1 OODA 环及改进模型

OODA环把 C2过程看作是 4个分离却不孤立
的阶段:

1)观察 (Observe):获取战场空间中的信息,形成

敌我态势的感知;
2)调整 (Orient):根据敌我态势, 调整 (战斗机)

姿态,占领有利战斗航向;
3)决策 (Decide):定下攻击决心;
4)行动 (Act): 实施攻击行动.
OODA环对 C2机理的描述是 4个环节构成指

挥闭环,持续循环直至行动结束,如图 1所示.

图 1 OODA模型

OODA环源于朝鲜战争中战斗机空中格斗的优
劣势分析.通过OODA环的建立,约翰 ·博伊德 (John
R. Boyd)发现, F-86战机在 4个环节都优于对手的表
现,其警戒探测性能、指挥员的判断和决策以及战机
的战术机动控制性能都有更出色的表现. OODA环
成功解释了空中格斗优势所在的根本原因,同时,也
为其战斗机的研发、航空兵的训练提供了指导.

1996年,约翰 ·博伊德对其 OODA模型进行了
更进一步的解释[16],以增强模型的普遍适用性,而不
仅仅限于一对一的空战 C2对抗过程描述[17].在其修
订的 OODA模型中强调了 4个过程环节中的 “Ori-
ent”. Boyd认为 “Orient” 是形成的对现实世界的映
像、感觉、观点和见解,即 “判断”. “判断 (Orient)”是
主体通过预测、映射、关联和否定相互作用的思维过

程,主体的判断受文化传统、习俗、个人经历经验以
及已知环境条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判断 (Orient)”
是 C2过程的重点,它影响其他 3个过程的方式 (如
图 2所示).
根据约翰 ·博伊德对OODA环的描述,其他 3个

环节可作如下解释:
观察: 是通过与环境的交互、感知,获取环境信

息的过程,同时,观察接受来自判断过程的指导与控
制和来自决策与行动的反馈.
决策: 决策是设想各种战场环境态势以及可能

的应对措施,并进行选择.决策接受来自判断的前馈,
并向观察过程提供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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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OODA修订模型

行动: 行动是通过与环境的交互测试在决策过
程选择的假设,行动接受来自判断过程的指导与控
制和来自决策的前馈,行动过程向观察提供反馈.

OODA环观察始于物理域,可以通过融合其他
观察信息,将个人注意力贯穿整个信息域;判断过程
发生在认知域,吸收观察信息的内容,并置于个人先
前的知识、经验以及训练的背景环境之中. 判断过
程为决策提供依据,而决策也是认知域的行为.最后,
为了成为行动基础,决策自身 (如飞机控制、指挥官
指令)也必须通过信息域.

OODA环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 4个过程
持续与环境交互的反复循环过程. 事实上, 对抗竞
争环境中每一个个体都拥有自己的 OODA环,这些
OODA环都遵循相似的过程,即对环境的观察→对
态势的判断→根据判断作出决定→根据决策作出
行动.在任何冲突中,谁能让 OODA循环更快,并确
保其一致性和有效性,那么谁就能维持战场行动更
快的节奏,谁就能获取 OODA每一个循环的优势.与
优势一方相比较,劣势一方面将越来越陷入反应慢
和滞后的困境,最终导致不能应付恶化的战场态势.
伴随每一次 OODA循环,劣势一方面的行动将越来
越偏离真实的战场态势,从而导致 C2自身的恶化.
约翰 ·博伊德提出 OODA环的独特之处在于对

“节奏” 的强调,即 OODA过程的循环时间, Boyd认
为要获取战场的主动权就必须在指挥与控制上比敌

人有更快的节奏,介入到敌人的 OODA循环中,扰乱
敌人的 C2过程.OODA环最适用于直接行动,也就是
决策者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尽管 OODA环模型很简
单,但还是清楚地说明了整个 C2过程. 在 OODA环
模型中, OODA环具有周期性,周期的长短与作战的
兵力规模、空间范围、作战样式有关,一个周期的结

束是另一个周期的开始.

1.2 HEAT环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Ronald Buettner为评估
美空运司令部指挥系统效能,开发了司令部效能评
估工具 (Headquarters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Tool,
HEAT)[8,18],在该工具的研制上,提出了司令部运行
的 HEAT环模型,如图 3所示.

图 3 HEAT环

HEAT环由方案制定、方案评估和优先排序、下
定决心、指导部队、态势监控、态势理解 6个环节构
成闭环,各环节的主要活动如下:

1)方案制定: 根据态势理解及作战目标、作战要
求,制定多种可选的方案.

2)方案评估及优先排序:评估可选方案优劣,对
方案进行优先排序,为指挥员定下作战决心提供技
术支持.

3)定下决心: 指挥员根据方案评估及排序,及时
定下决心,确定执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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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导部队: 根据指挥员的决心方案制定计划,
转化为指导部队的具体指令,分发到执行计划的作
战单元,并影响作战环境.

5)态势监控: 监控战场态势, 包括敌我兵力部
署、战场环境的变化、兵力行动以及计划执行进程

等,及时纠正计划执行的偏差.
6)态势理解: 指挥员获取战场态势信息,做出态

势的判断,为司令部的参谋团队提供输入, HEAT环
转入下一周期.
与 OODA环的起源不一样, HEAT环产生的背

景是司令部,而不是作战平台的指挥对抗分析,因此,
HEAT 环细化了 “决策” 环节的内容,区分了指挥机
构参谋角色制定方案、方案评估排序和指挥员定下

决心的活动,在 “执行” 上, 同样细化了指挥机构与
“环境” 的交互过程,包含了对作战部队的 “指导” 和
“监控”.

1.3 SHOR模型

“刺激 –假设 –选择–反应” (Stimulus-Hypothesis
-Option-Response, SHOR)模型[9,19] 源于 J. G. Wohl
对军事组织作战活动的研究, SHOR模型在构建机理
上与 OODA环相似, 由 “刺激”、“假设”、“选择” 和
“反应”4 个环节构成军事组织的指挥闭环过程,如图
4所示.

图 4 SHOR模型

与 OODA环所不同的是各个环节的具体活动内
容,既有相同,也有差异之处.
刺激 (Stimulus):作战环境中的事件触发, 在这

一环节, Wohl强调了数据的采集、处理、显示、存储
等活动,而不是 OODA模型简单的观察和判断.

假设 (Hypothesis):关于态势认知的假设提出、
评估和选择,对应于 OODA模型的判断活动.
选择 (Option):应对方案或措施的拟制、评估和

选择,对应于 OODA模型的决策活动.

反应 (Response):行动,包含了行动的计划、组
织、执行,对应于 OODA模型的行动.
从概念上看, SHOR模型使用了 “刺激” – “反应”

概念, 类似于操作手的行为,但从内涵上看, “刺激”
是事件触发,包含了数据的采集、处理、显示、存储
等活动, “反应” 包含了行动的计划、组织、执行,因
此, SHOR模型是比较矛盾的,在概念上可适用于底
层的操作手行为建模, 但在内涵上又与底层 “操作
手” 相矛盾,尤其是 “选择” 和 “反应” 活动,不符合层
次较低的个体行为.通常,其 “选择” 和 “反应” 活动
是以直觉或规则为主,没有条件进行方案拟制、评估
和选择,也不具备行动计划、组织和执行的条件.因
此,从内涵上, SHOR模型较 OODA环有更高的适用
性,从战斗机这类小型作战平台上升到战斗舰艇此
类大型平台.

1.4 Lawson模型

Lawson于 20世纪 80年代初提出基于控制过
程的 C2模型 —Lawson模型[7] ,该模型真正意义上
基于控制理论的模型, 是控制论在军事领域的应
用.Lawson模型由 5个环节组成,分别是 “感知”、“处
理”、“比较”、“决策” 和 “行动”, 其中, “比较” 是 “期
望的目标状态” 与对当前环境态势 “认知”(由 “感知”
和 “处理” 获取) 的比较, 根据 “比较” 输出 “决策”,
“决策” 即从当前状态实现 “期望状态” 的方案,这一
过程遵循严格意义上的反馈控制原理,如图 5所示.

图 5 Lawson模型

Lawson模型的突出贡献是建立 C2的过程控制,
但其不足同样也体现在 “过程控制” 的建模上,其建
模思维机械地把 “C2过程” 当作反馈控制过程,强调
了过程的 “控制”, 而忽视了 “指挥” 与 “控制” 的差异
性, 事实上, 在一定层级或规模的指挥机构, “控制”
通常是参谋角色的职能,主要是监控战场环境态势
和行动,对偏离计划的行动进行纠正; “指挥” 是 “指
挥员” 的职能,包括理解态势、构想作战、确定决心
方案等活动.因此, Lawson模型更适合于低层次参谋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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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asmussen模型

Rasmussen模型产生的背景是 20世纪 80年
代, 思维科学的发展, 提出了关于人脑思维的层
次.Rasmussen模型[20−22]聚焦 OODA环的 “决策” 活
动,从个体思维与行为模式出发,建立了个体决策行
为的 3个层次.
第 1层: 以传感器信息为输入,基于技能的决策

方式, 通常不用 “思考”, 是 “刺激”→“反应” 模式的
体现;
第 2层: 基于技能的 “刺激”→“反应” 模式的失

效,个体运用基于规则的推理方式,快速匹配态势和
任务需求, 作出决策, 在 OODA环以及 SHOR模型
中,都采取了这一决策方式;
第 3层: 基于 “规则” 的决策方式失效,或者说没

有任务规则匹配当前的态势和任务,个体不得不运
用基于 “知识” 的推理方式,这一方式通常比较困难,
且需要较长的决策时间.

Rasmussen模型关于个体 “决策” 方式的层次划
分及过程如图 6所示.

Rasmussen模型在 “判断” 和 “决策” 环节上拓展
了 OODA环单一 “基于规则” 的决策方式和 “直接
感知” 的判断方式,既包含了底层操作员基于技能的
“刺激” – “反应” 模式,也包含了更高层次基于 “知识”
的推理决策方式. 因此, Rasmussen模型进一步拓展
了 OODA环应用领域,从 C2系统的操作手到指挥
员,都适应用改进后的模型.

1.6 SA模型

态势感知 (Situation Awareness, SA)模型[23] 是

Endsley在 21世纪初关于 “态势感知” 活动的理论解
释,该模型聚焦 OODA环的 “观察” 和 “判断” 活动,

把 “观察” 和 “判断” 合为一体,即 “态势感知”, 重新
区分 “态势感知” 的 3个层次:
第 1层: 当前态势的感知活动,与 OODA环的

“观察” 一致;
第 2层: 对当前态势的理解和判断 (当前态势要

素的比较),与 OODA环的 “Orient” 一致;
第 3层: 形成未来态势的映像,是后续作战筹划

的输入,即 “作战构想” 的一部分.
SA模型由 “态势感知”→“决策”→“行动”→“环

境” 构成闭环过程,如图 7所示.
SA模型强调了对 “态势” 感知的 3个层次,但仍

然是 OODA环的改进,在应用范畴上,与 OODA环
相类似,适用于单一作战平台.

1.7 PDCA环

PDCA模型源于 Shewhart的 3步骤循环处理模
型[24]: 规范 (Specification)→生产 (Production)→检
查 (Inspection)→规范 (Specification), Demming对该
模型进行了改进,增加了对检查出问题的处置环节,
形成了由 “计划 (Plan)”、“执行 (Do)”、“检查 (Check)”
和 “处置 (Act)”4 个步骤组成的产品质量控制闭环,
也称之为 “戴明环” [25],如图 8所示.

“计划 (Plan)”是质量管理 PDCA环的第一环节,
通过计划,确定质量管理的方针、目标,以及实现目
标方针的行动和措施,计划阶段包括 4个步骤: 1)分
析现状,找出存在的质量问题; 2)分析问题的原因和
影响因素; 3)确定质量问题的影响因素; 4)制定质量
改进的措施和行动计划,并预计效果.“执行 (Do)” 是
质量管理计划的组织实施.“检查 (Check)”是对计划
执行效果的检查.“处置 (Act)” 是对检查出来的各种
问题进行处理,正确的加以肯定,总结成文,制定标
准,提出尚未解决的问题,转入到下一个循环中去.

图 6 Rasmussen模型关于个体 “决策” 方式的层次划分及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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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态势感知 (SA)模型

图 8 PDCA环

与 OODA环相比较,质量管理领域的 PDCA环
局限于产品的质量管理,并不需要在每一次循环面
对新的态势, 学习新的规则,因此, PDCA环缺少了
对态势的获取、理解和判断的环节, 本质上, PDCA
环不适用于对抗博弈的作战环境,但其 “计划”→“处
置” 的循环过程,持续实现目标的过程可以借鉴到军
事领域的 C2理论中.

1.8 RPDM 模型

Recognition-Primed Decision-Making (RPDM)模
型运用了心理学家关于决策方式的选择研究成果:
在日常生活或熟悉的工作环境 (场景) 中,人的决策
活动通常是自然决策 (Naturalistic Decision-Making,
NDM) 过程, 只有面临重大事件时, 其决策活动才

选择理性决策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RDM)过
程[26],但理性决策过程需要具备苛刻的条件:有完整
的选项、充足的时间 (用于选项的评估). 在激烈对
抗的环境中,指挥员及其指挥机构面临动态不确定
的战场态势,几乎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获取完整的
信息,并基于完备的信息做出理性的选择决策[27]. 由
此, RPDM模型把持续演化的战场态势区分为经典
态势和非经典态势,经典态势是指挥员熟悉的、经常
处理的典型场景,非经典态势是指挥员不熟悉的、很
少遭遇的场景,两种态势各有自己不同的决策过程,
如图 9所示.
第 1步:获取态势信息;
第 2步:与态势版本匹配当前态势;
第 3步:审视匹配样本,包括作战过程 (Course of

Action, COA)、作战目标和期望;
第 4步:辨识样本期望与当前态势的差异;
第 5步:获取更多态势信息,厘清差异;
第 6步:提炼匹配过程,诊断差异的根源;
第 7步:评估 COA;
第 8步:根据评估结果调整 COA的优先选择;
第 9步: COA实施准备;
在 C2系统中,基于 RPDM模型完整 C2过程包

括以下步骤:
第 10步:准备其他与样本匹配的 COA检索;
第 11步:准备检索匹配当前态势的其他样本;
第 12步:实施 COA;
第 13步: 形成新的样本原型, 包括其相关的

COA选项、目标与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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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RPDM模型

比较 OODA环和 RPDM模型,其关键的差异在
于 “决策” 过程, RPDM模型把 “决策” 活动细分两种
情况: 基于典型态势和非典型态势,不同的情况有不
同的决策活动过程,根据 “决策” 的信息需求,对 “判
断” 活动进行了区分.

1.9 网络中心战的 C2需求模型

Tim Grant和 Bas Kooter认为工业时代的 C2与
信息时代的 C2具有不同的基础,工业时代, C2活动
是基于分工专业化、组织结构层级化、C2系统建设
条块分割等典型特征,而信息时代的 C2活动是基于
连接网络化、信息共享、组织结构扁平化、组织行

为敏捷化 (自同步、自适应)等典型特征[28−29]. 基于
支撑 C2活动的基础条件的不同, Tim Grant和 Bas
Kooter提出了网络中心战条件下 C2需求[11]:

1)态势感知的集中处理,形成统一态势;
2) C2结构的扁平化,构建基于对等关系 (peer-

to-peer)的 C2结点;
3) C2结点的敏捷行为以及对自同步和感知的

支持;
4)集中循环控制转向分散自由控制;
5) C2活动的层级模糊: 战略/战役/战术不再有

明确的边界区分;
6) C2活动的阶段模型: 不再有明确的战前/战

中/战后的边界区分;

7)支持协同作业.
基于以上需求, Tim Grant和 Bas Kooter采用面

向过程的结构化分析技术 (SADT/ IDEF)建立网络
中心战条件下 C2需求模型,如图 10所示.
同OODA环相比较,网络中心战条件下 C2需求

模型增加了 “计划” 环节和 “态势感知” 环节,并建立
了 “感知”、“计划” 融入 OODA环的机制.本质上,网
络中心战条件下 C2需求模型仍然以 OODA环为主
线,其过程和机理与 OODA环没有本质的变化.尽管
Tim Grant和 Bas Kooter强调了信息时代 C2在战略、
战役和战术层级的模糊性以及战前、战中和战后阶

段上的模糊性,但这一特征要求并没有体现在其模
型中.

1.10 新 C2原理

李敏勇和张建昌认为,工业时代的传统 C2赋予
兵力系统以自动机的功能,信息时代需要突破这种
理念的束缚,赋予兵力系统具有生命特征的进化能
力,包括自适应、自组织、自修复的能力[30],基于这
一理念,提出了信息时代的新 C2原理[31]: 测不准原
理、时空转换原理、适应性原理、整合原理.
测不准原理: 指挥决策误差概率与决策时间成

反比 (指挥的不定性原理),控制状态转移的误差概率
与转移时间成反比 (控制不定性原理),交换信息的误
差概率与交换时间成反比 (通信不定性原理),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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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网络中心战条件下 C2需求模型

误差与识别的时间成反比 (识别的不定性原理),对抗
的误差概率与对抗的总时间成反比 (对抗的不定性
原理).
时空转换原理: 网络化的兵力系统作战行动通

过共享 -合作 -同步的 C2活动实现空间上的拓展和
时间上的压缩,即在更大范围获取作战资源,产生作
战效果,同时,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取态势、形成决策、
实施行动.时空转换原理改变了传统兵力系统的时
空关系.
适应性原理: C2不仅是兵力系统实现目标的手

段, 而且是系统的运行机制, 这种机制赋予系统进
化、适应功能和自学习、自适应、自组织、自修复功

能.适应性原理赋予兵力系统以生命特征,与真实对
抗环境和实体相符合.
整合原理: 兵力系统的作战潜能与整合程度成

正比,整合可以是跨建制、层级、功能、时间和空间
的. 整合的基础结构是网络. 本质上,整合原理是复
杂系统的 “涌现” 行为,符合复杂系统的一般特性.

新的 C2原理解释了信息时代兵力系统 C2活动
的特征,事实上,无论是工业时代,还是信息时代,具
有一定规模的兵力系统都具有生命特征的进化能力,
这些特征是不随时代进步或技术变革而改变,改变
的是其 C2活动方式,包括感知方式、决策方式、控
制方式和行动方式等等,通过改变实现了其自适应、
自组织、自修复的能力提升.

1.11 PREA环

C2领域的经典理论—OODA环源于战斗机的
空中格斗,有效解决了机械化战争时代单一作战平

台指挥对抗的机理问题,同时,也为信息时代 C2系
统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得到了广泛应用. 经典理论
—OODA环在当前应用中暴露出的问题可以追溯到
源头, 即 OODA环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场景, 决定了
OODA理论的适应范围—平台级的 C2,超出这一范
围,如从作战平台上升至作战体系,由于其 C2活动
的基本属性,无论是物理域、信息域还是认知域或社
会域,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再运用 OODA理论无疑
会产生诸多问题,这就是所有当前对 OODA环及其
改进模型提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基于这一认识, 文献 [14] 建立了作战体系指

挥对抗活动的一般过程描述: “筹划 (Planning)”→
“准备 (Readiness)”→“执行(Execution)”→“评估 (As-
sessment)”→“筹划(Planning)”(PREA环), 4 个环节
对应 4种态势: 预测态势、直前态势、实时态势和历
史态势, 4种态势对应不同的决策方式: 基于预测态
势采用周密筹划 (周密决策),拟制各种备选方案;基
于直前态势 (动向情报 + 实时态势) 采取直前筹划
(精确决策),即根据直前态势的变化对备选方案进行
评估,选择可应对直前态势的具体方案;基于实时态
势采用临机筹划 (快速决策) 处置当前的事件,临机
筹划 (快速决策) 通常是基于规则的决策,而直前筹
划 (精确决策)通常是基于预案的决策.PREA环如图
11所示.

PREA环依据作战平台上升至体系后,其 C2活
动基本属性的变化建立了与 OODA环完全不同的机
理和过程,并以 PREA环为遵循,提出军事体系指挥
对抗的致胜机理: 决策高于行动、稳定高于速度和效
果累积,按照这一机理提出了体系指挥对抗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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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敌 PREA环干扰破坏的策略:上策是 “伐谋”, 即影
响其 “筹划” 环节的决心;中策是干扰部署,即影响其
行动的部署;下策是直接行动对抗. 对我方 PREA环
的保护策略: 1)强调顶层指挥机构的筹划与决策职
能; 2)越强调 PREA环运行的稳定性; 3)强调 “效果”
的累积,而不是过程或单一效果.

图 11 军事体系指挥活动的一般过程—PREA环

从作战平台上升至作战体系, PREA环实现了
C2理论的跨越, 从作战平台的 C2理论模型, 拓展
到作战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C2领域理论的
空缺,也解释了经典理论 OODA环的问题根源之所
在.PREA环的产生背景是海上合成编队, 同样没有
面临相似的问题: 海上合成编队的作战指挥控制与
更高层级的指挥控制活动是否存在同样的机理？如

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 PREA环的适用范围只能界
定在有限的范围,即合成编队或与合成编队 C2机理
相同的兵力系统,在更高层次,则需要探索更高层次
C2活动的机理和理论模型.

2 C2活动的尺度关联性分析

C2活动的主体包括各级指挥员及其指挥机构,
客体即作战部队, C2是兵力系统的核心要素,其主要
活动包括态势感知、指挥决策、行动执行监控以及

评估转换等,这些活动在不同尺度 (时间尺度、空间
尺度以及兵力规模尺度等) 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
内涵.

2.1 态势感知的尺度关联性

在微观尺度上, 指挥员通常是直接视觉观察战
场情况,获取战场态势信息,尽管可观察的范围狭小,
但获取态势信息快速、有效,可满足微观尺度上指挥
对抗的需要,如战斗机的近距离空中格斗,格斗双方
对态势的直接感知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OODA
环的运行节奏,从而决定胜负.
在宏观尺度上, 指挥员对态势的感知活动要复

杂得多,首先是指挥员对战场空间范围的感知,不再

局限于视觉可观察的范围,而是视觉远不能触及的
宏观整体态势,在敌情、我情和环境的感知上,既有
传统的陆、海、空三维空间感知, 同时还有新的网
络、电磁空间感知,在更大尺度上,还需要感知历史
文化、政治经济、国防动员等内容;其次是感知方式
发生了变化,直接感知已成为不可能,尤其网络和电
磁空间的感知活动,只能通过间接方式获取战场态
势信息,中间的感知传递活动包括传感器的信息获
取、多信息源的信息融合处理、中间情报或指挥机

构的感知判断、态势 (情报)整编等等,由于时间尺度
的变化,从实时上升到战前判断和战后的评估,在微
观层面的感知仅仅只是目标和信号,而在宏观层面,
其感知内容包括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国防军事等

(如图 12所示);第三是感知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从传
统的指挥个体局部感知,演变为多作战主体的协同
感知,即分布环境中各作战单元的指挥员主体和指
挥机构之间共享统一态势,通过共享和会商的形式,
形成统一的理解认识.
态势感知活动的尺度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指

挥员获取态势信息的滞后性,尽管随着传感器、信息
融合以及网络技术、态势 (情报)整编技术的发展,宏
观尺度上的态势感知越来越近乎实时,但由于各级
态势 (情报)信息的处理都需要时间,少则几秒 (如传
感器的操作手),多则几小时 (如遥感卫星情报处理),
不可避免地损失态势信息的时效性,宏观尺度上的
态势感知,往往滞后于微观尺度的态势感知,而且是
尺度越大,感知活动的时间滞后越多.
态势感知活动的尺度变化带来的另外一个影响

是态势信息的失真. 在宏观尺度上,由于态势信息经
历了多个环节、多个层次,从传感器的操作手, C2系
统的信息融合,到指挥机构的态势 (情报)整编,每一
个环节、每一个层级都存在态势信息的处理,在这些
信息的处理过程中,都存在操作手、算法技术、处理
分析员的理解判断,不可避免地造成真实信息的丢
失、遗漏,甚至曲解.尺度越大,其感知的信息失真程
度越高. 态势信息的失真是宏观尺度上态势感知活
动所特有的属性.
态势感知活动的尺度关联需要指挥员根据所在

兵力系统的尺度选择相应的指挥方式.
1)根据尺度选择相应的委托授权方式
在微观尺度上, 指挥员可实时获取局部小范围

的态势信息,并根据信息进行快速决策和行动,通常
不选择委托授权实施指挥;在宏观尺度上,指挥员对
战场态势的感知不可避免地滞后且失真,不得不选
择委托授权,让能够快速获取真实战场态势的指挥
员或指挥机构实施指挥,在需要实施干预或否定指
挥时,指挥员需要从宏观整体态势的关注转入局部

www.jc
2.o

rg.
cn



200 指 挥 与 控 制 学 报 5卷

图 12 兵力系统不同尺度上的态势感知

战场态势的关注,以便于获取局部战场的真实信息,
而不是通过过滤处理的失真信息.
根据不同尺度上的态势感知条件进行委托授权

是指挥员实施委托指挥的主要考虑因素.
2)根据尺度选择态势 (情报)的辨识方式
由于尺度越大,失真信息越多,其辨识难度越大,

指挥员应对多次融合、多级处理的信息持怀疑的态

度,而不是直接使用,无论是技术处理还是人工处理,
都毫无疑问地带来信息的丢失,如何辨识这些信息？
一方面是态势 (情报) 多源化,只有经过多源佐证的
信息才能具备使用条件;另一方面是态势 (情报)分
析的透明化,即大尺度上的态势 (情报) 可追溯形成
过程,对所获取的信息持较大的怀疑时,可对融合或
整编处理的信息进行解构,显示其原始信息和分析
过程.

3)根据尺度研判态势 (情报)演化趋势
由于尺度越大,其宏观整体战场态势 (情报) 信

息获取的时效性越差,指挥员在使用这些信息时,需
要进行演化趋势的判断, 即根据滞后的态势 (情报)
信息进行推算,预判当前的态势和未来变化趋势. 通
常,尺度越大的兵力系统,其演化的难度越大,而微
观尺度的兵力系统,通常无需进行推算,直接可根据
实时态势进行相关的处置.
由于不同尺度上态势感知活动基本属性的变化,

C2系统需要根据其态势感知的尺度不同进行针对性
设计.

1)微观尺度上的 C2系统以局部战场环境目标

的感知功能为主,建立目标态势信息到武器控制系
统的通道,直接为武器控制系统提供目标信息,实现
“观察” 至 “行动” 的快速反应,获取微观尺度指挥对
抗的优势. 这一设计理念在作战平台 (如舰艇、飞机)
的 C2系统设计上有充分的体现.

2)中观尺度上的 C2系统应具备多域多维战场
空间的态势感知功能和信息融合功能,包括网络和
电磁空间,能在相应尺度上提供统一态势,同时,兼
具动向情报的分析功能,提供相关事件的历史、现
在、未来趋势分析,典型的兵力系统如航母战斗群、
两栖攻击群等.

3)宏观尺度上的 C2系统在态势 (情报)信息上
应具备 “聚合” 和 “解构” 功能,能够 “聚合” 局部战
场元素 (包括兵力和环境),完整显示宏观尺度的全局
态势,同时,在需要时可对 “聚合” 显示进行 “放大”,
“解构” 相关要素.

2.2 兵力行动的尺度关联性

兵力行动是兵力系统对环境实施影响的直接手

段,在 OODA环中对应 “Act” 环节,兵力行动的尺度
关联性主要体现在其 “惯性”、“摩擦” 和 “阻力” 等基
本属性的变化, 并由此带来的其他 C2活动的影响,
包括决策活动和转换活动.
在兵力行动的 “惯性” 上,微观尺度的兵力行动

以物理上的惯性约束为主,即质量越大惯性越大,改
变行动所需要的时间代价和燃料成本越高,如战斗
机、坦克、舰艇等作战平台,其战术机动 (如进入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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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占领阵位、攻击行动、撤出阵位等)优势获取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身物理属性—“惯性” 克服或
利用,提高其战术机动性能通常可通过物理手段实
现,如优化外形布局、增强动力、减少吨位等措施,实
现作战平台机动能力的提升.
如果说在微观尺度上的兵力行动主要受限于

“物理” 上的 “惯性” 约束,那么,在宏观尺度上的兵力
行动 “惯性” 约束则要复杂得多, “物理” 上的 “惯性”
约束—“质量” 在宏观尺度仅仅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方面,更多的是信息域和社会域的 “惯性” 行为.在信
息域的 “惯性” 体现为信息的传递和各级指挥员和指
挥机构对信息的理解,改变兵力行动、实现预期的行
动效果需要指令或意图能够在各级指挥员和指挥机

构得到正确的理解并执行,由于各级指挥主体理解
的差异,由此导致行动执行的差异;在 “社会域” 则体
现为行动的组织协同,大尺度上的兵力行动,通常需
要密切协同才能达成行动的目的和效果,各兵力的
行动不能达成密切协同则可能各自为阵,行动可能
相互干扰,无法实现预期的效果,以转向为例,微观
尺度上单机/舰的转向仅仅只需要克服和利用其平台

的自身 “惯性”, 但对大编队来说,其航向的变化需要
各作战平台密切协同,协同的组织活动是否有效直
接决定编队的转向能否实现预期效果.在大尺度上
的兵力行动需要信息域共享感知和理解,需要社会
域的组织协同,这是微观尺度上兵力行动对 “惯性”
克服和利用所不具备的活动.
在兵力行动的 “摩擦” 和 “阻力” 上,微观尺度的

兵力行动同样只是主要体现在物理域的影响 “克服”,
如舰艇、飞机和坦克等作战平台, 其行动的 “摩擦”
和 “阻力” 源于平台所处的媒介 (如海水、空气和道
路地形等),消除影响的主要措施既可从技术上改进
设计、优化布局,从源头上减少行动的 “摩擦” 和 “阻
力”, 也可选择合适的航线要素、机动方法,从战术上
减少行动的 “摩擦” 和 “阻力”, 从而实现行动的优势.
对大尺度的兵力行动来说,其 “摩擦” 和 “阻力” 的影
响要素要复杂得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外
部环境的 “摩擦” 和 “阻力”, 与微观尺度上的物理属
性基本相同,包括作战环境和作战对手;另一方面是
内部 “摩擦” 和 “阻力”, 主要体现在信息域的信息传
递延迟、损失、扭曲甚至误解,在社会域的组织协作
失效,造成行动的协同失效,这是微观尺度上兵力行
动的 “摩擦” 和 “阻力” 所没有的影响.

因此, 微观尺度的兵力行动与宏观尺度的兵力
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微观尺度的兵力行动能力取
决于兵力的 “物理” 属性,而宏观尺度的兵力行动,不
仅取决于作战环境、作战对手,还取决于兵力系统内
部,存在信息域和社会的活动 (如图 13).

图 13 兵力系统不同尺度上的惯性、摩擦与阻力

在兵力行动上, 尺度越大, 兵力系统的 “惯
性”、“摩擦” 和 “阻力” 的影响因素越复杂, 从系统
外部的物理行为拓展至内部信息、认知和社会行为,
C2活动从物理域拓展至信息域、认知域和社会域,
反之,尺度越小,其 “惯性”、“摩擦” 和 “阻力” 的影响
因素越少, C2活动越简单.

2.3 指挥决策的尺度关联性

“指挥决策” 是兵力系统 C2的关键活动,由于兵
力系统在行动和感知上存在尺度的关联, “指挥决策”
活动不得不在决策时机、内容、形式以及方式方法

上适应不同尺度的需求,以确保不同规模的兵力系
统能够在相应的尺度上作出快速反应,以获取对抗
优势.
决策问题的基本属性: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尺度

的差异完全改变了决策问题的基本属性,在微观尺
度上, C2对象是简单的兵力系统 (如单机、单舰),指
挥主体面临的决策问题通常是确定性的问题,可以
通过战术计算获取最佳解决方案.宏观尺度上,指挥
主体面临的是不确定性问题,在有限的决策窗口内,
无法获取最佳解决方案,只能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
在不同尺度上决策活动基本属性的差异导致不同尺

度 C2系统的建设需要完全不同的理念和理论支持,
如微观尺度上可实现传感器至武器的直接通道,减
少人机交互,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但在宏观尺度上则
需要以开放性为主,通过更多的人机交互实现决策
的科学化.
在决策方式上,微观尺度上兵力系统,由于对抗

的激烈性和反应速度的决定性,指挥主体通常以自
然决策为主,根据平时的场景 (战术) 训练直接给出
决策输出,也可以理解为基于规则的决策方式,简单
高效;在宏观尺度上,兵力系统具有相对稳定的节奏,
同时,决策风险加剧,指挥主体通常以理性决策为主,
先确定可选的决策方案,再综合权衡各种可选方案
的优劣,最后做出选择,这种决策方式也可理解为基

www.jc
2.o

rg.
cn



202 指 挥 与 控 制 学 报 5卷

于预案的决策. 决策方式在不同尺度上的变化导致
在不同尺度上 C2系统需要不同的设计方法, 在微
观尺度上的 C2系统 (如单机/舰/车)需要建设 “规则
库”, 为指挥主体提供辅助决策功能,但在大尺度上的
C2系统则需要建设 “筹划” 功能,为指挥主体提供预
案的拟制以及方案的推演和评估功能等.
在决策时机和节奏上, 由于不同尺度的兵力系

统存在 “惯性”、“摩擦” 和 “阻力” 的属性差异,在微
观尺度上, “决策” 与 “行动” 通常可实现快速无缝衔
接,即指令可直接转为兵力系统行动的实施,为适应
兵力系统快速反应的需求,通常,其决策时机的窗口
狭小,节奏快;在宏观尺度上, “决策” 到 “行动” 需要
克服兵力系统的 “惯性”, 通常这一过程的衔接活动
包括兵力部署的转换、战备等级的提升、战争/战斗

动员等,这是微观尺度兵力系统所没有的特性,因此,
宏观尺度上的决策时机窗口相对较大,节奏相对慢,
而且具有明确的周期性 (如战区的 72 h指令,海上 24
h周期等),以确保宏观尺度上兵力系统运行的稳定.
在决策内容与输出形式上, 由于决策时机和节

奏的差异导致内容与形式上不同.微观尺度上,指挥
主体通常直接下达需要执行指令,兵力系统执行快
捷高效;宏观尺度上,由于决策窗口大,节奏慢,兵力
系统需要完成从当前状态到未来行动实施状态的转

换,在其转换过程中,决策内容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有
不同的表现形式,在预先准备阶段,表现为预先号令
和指挥主体的作战构想 (或者初步决心),在作战筹划
结束阶段则表现为指挥主体的作战决心方案,在直
前准备阶段则体现为各类作战指导,在作战实施阶
段 (战中)则表现为各类指令. 宏观尺度上决策输出
的不同形式也适应了在不确定条件下对解决方案逐

步求精的渐近过程.
在决策的组织方式上, 微观尺度兵力系统体现

为指挥主体的个体决策行为,宏观尺度兵力系统,其
决策活动要复杂得多,通常体现为协同决策,包括指
挥机构内的协同和指挥机构之间协同决策,指挥机
构内部协同表现为各作战要素协同作业,拟制作战
方案、计划,指挥机构之间的协同决策表现为上下级
指挥机构的协同和友邻指挥机构的协同,上下级指
挥机构之间的协同通常是计划/方案制定的指导和被

指导的关系,友邻指挥机构之间的协同通常是共享
情报、理解和认知,实现行动的同步.

总之,不同尺度的兵力系统,其指挥决策在基本
属性、决策方案、决策时机和节奏、决策内容与输出

形式以及组织方式都存在本质的差异,在微观尺度
上,指挥决策窗口狭小,以自然决策方式,基于战术
规则给出最佳解决方案,在宏观尺度上,指挥决策窗

口大,节奏相对较慢,通常采取理性决策方式,基于
预案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2.4 作战控制的尺度关联性

作战控制与指挥决策相对应,是 C2活动不可或
缺的部分. 作战控制的尺度关联体现在控制活动的
各个方面,包括控制对象、控制方式和控制方法等基
本属性 (如图 14).
在控制对象上, 不同尺度兵力系统的控制不仅

仅体现在控制规模上,更多的是控制要素的不同.在
微观尺度上,兵力系统的作战控制体现为武器系统
的控制行为;而在中观尺度上,体现为作战平台或兵
力单元的状态与行动控制;在宏观尺度上,既有作战
行动的控制,如行动进程控制、节奏的控制、计划执
行的纠偏等,也有作战环境的控制,如频谱管控、空
域管控、海域管控等,总之,宏观尺度上控制更多的
是体现在战场态势控制.
在控制方式上, 微观尺度的兵力系统往往表现

为直接控制,即指挥员的口令直接通过操作人员转
化为系统执行的指令,并且是实时的指令控制;在宏
观尺度上,作战控制对象从系统拓展到平台,从动作
上升行动,从兵力系统拓展至作战环境 (战场态势),
在控制方式上,简单的指令控制、实时控制已不能满
足需求,宏观尺度上的控制主要表现为间接控制和
计划控制,间接控制是在兵力系统中既存在指挥主
体,同时存在控制主体,指挥和控制实现分离,控制主
体包括作战行动的控制主体 (如海上合成编队的防
空、反潜、反舰作战行动)和作战要素控制主体 (如
空域管控、海域管控、频域管控),宏观尺度上,仍然
存在实时控制,但实时控制并不是主要控制方式,对
宏观尺度上的控制方式更多体现在计划控制中,如
各种作战行动的执行计划、作战要素的管控计划等.
间接控制手段与方式同样与兵力系统尺度密切关联,
微观尺度上,通常以武器系统的不同来区分;在小尺
度上,通常按方面或方向区分控制活动,而在中观尺
度上,存在军兵种的区分或作战行动区分,在宏观尺
度上,存在区域的控制区分.
在宏观尺度上的控制活动并非体现为严格意义

的 “控制” 概念内涵,尤其是作战要素的控制,更多体
现为战场要素的管理协调活动,如兵力系统的兵力
兵器资源管控,战场的空域、海域、频域、时域的管
控,都以管理协调为主,解决各作战行动在兵力兵器
资源、空域、海域、频域、时域上的需求冲突,确保作
战行动有序,这类资源使用冲突解决方式,既有作战
准备阶段的协调活动 (计划协调),也有作战实施 (战
中)阶段的临机协调.
总之,作战控制活动在不同尺度上有不同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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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兵力系统不同尺度上的控制活动属性

现形式和内涵,从微观尺度上的系统控制,至宏观尺
度上的态势控制、资源管理,其基本属性同样也发生
了本质的变化, C2系统的建设需要根据尺度的不同
做相应的改变.

2.5 评估转换的尺度关联性

从经典理论模型看, “评估转换” 的尺度关联性
具有直观的显示: 在经典理论模型—OODA环中,只
有 “行动”, 没有行动执行后的 “评估”, 同样, “转换”
也不在其闭环中,而在分析军事体系的 PREA模型
中, “评估转换” 为独立的环节.
为什么在经典理论模型—OODA环中没有涉及

行动的 “评估” 和 “转换”？事实上,并不是 OODA模
型忽略了 “评估转换”, 而是把行动后的 “评估转换”
从原来的 OODA环转入新的 OODA环:观察行动后
效→判断是否实现预期→决定是否转入新的行动
→实施新的行动,这一作法既作到了指挥活动的无
缝衔接,也加快了指挥闭环的节奏,为微观尺度上的
指挥对抗优势获取提供了条件,同样的作法也体现
在 HEAT环、SA模型中.
在大尺度的兵力系统对抗中, “评估转换” 活动

的显性化和独立性既具备应对战场不确定对抗环境

的需求,也具备了条件实施 “评估转换” 活动的条件.
作战行动的实施是否实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

在微观尺度上 (如单一作战平台的攻击行动),这一问
题是确定的, 指挥主体可通过直观的感官 (如视觉)
获取态势信息进行判断,得到确定的结论,如对手被
击落、击伤或逃离. 在宏观尺度上,这一问题具有诸
多的不确定性因素,既有兵力系统外部环境影响因

素,也有作战对手的博弈对抗,还有存在于兵力系统
内部的 “摩擦” 和 “阻力”, 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实现
预期行动效果的不确定性,因此,对行动效果的 “评
估” 较微观尺度的确定性行为要重要得多.
宏观尺度上兵力系统的指挥决策周期长、节奏

慢,这一变化为其行动效果的 “评估” 活动提供了条
件,在微观尺度上,指挥决策窗口小、节奏快, “评估”
环节的独立存在不具备条件.
同 “评估” 一样, “转换” 也是宏观尺度兵力系统

C2活动所特有的属性. 在微观尺度上, “转换” 表现
为兵力系统功能的切换或状态改变,如武器控制系
统,甚至在作战平台层次上,也同样体现为功能切换
或状态改变,由于 “惯性”、“摩擦” 和 “阻力” 等因素
影响非常小, “转换” 过程在 C2活动中通常可忽略不
计.在尺度增大后,兵力系统的 “转换” 则体现为作战
行动,如结束行动撤出作战区、实施兵力部署转换,
由于其 “惯性”、“摩擦” 和 “阻力” 等因素在尺度放大
后成为影响 “转换” 行动的关键因素, “转换” 过程通
常伴随兵力系统战斗力下降,并且最有可能遭遇对
手的攻击,因此, “转换” 过程必须伴随 “评估”, 充分
“评估”“转换” 可能带来的风险和代价, 避免为追求
未来收益最大化而不考虑过程的盲目的 “转换”.

3 C2过程与机理的尺度关联性分析

3.1 C2过程的尺度关联性

C2过程是控制科学关于控制与反馈的闭环原理
在 C2领域的体现, C2过程同样遵循闭环的基本科
学原理,但这一过程在不同尺度上有不同的内涵与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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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尺度上, C2的闭环过程是单一的,通常可
描述为指令输入→执行反馈单一闭环过程 (如图 15
所示), 这一过程是机械性的, 在闭环中的各类角色
(包括指挥或操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循过程的程序法
则,任何违反程序法则的行为都会造成过程的失效.
其程序法则通常体现为指挥或控制系统的设计流程,
典型微观尺度的 C2过程实例体现在各类武器控制
系统以及战斗机、坦克等作战平台上,在 C2领域,严
格遵循微观尺度上闭环过程原理的模型包括 OODA
环、SA模型和 Lawson模型等. 事实上,微观尺度上
的 “控制” 通常由系统机械执行,不存在 “控制” 主体,
因此, “C2” 没有严格区分 “指挥” 和 “控制”, 而是把
两类活动都合并为 “指挥主体” 的活动.

在宏观尺度上,由于兵力行动规模大、战场空间
维度多、作战域交叉, 兵力系统的控制形式和内涵
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同时,反馈所需要战场态势信息
获取与微观尺度上的直观感知具有完全不同的方式

方法, 由此导致宏观尺度上的 C2过程要复杂得多,
具体地说,同微观尺度 C2的闭环过程相比较,宏观
尺度上的过程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方面是单
一闭环转为多类闭环过程,既包含各作战域的闭环
过程,也有各作战要素的闭环过程,同时,在不同规
模尺度上又有各自的兵力系统闭环过程,这些闭环
过程之间具有多类关系: 在不同尺度上的过程闭环
以嵌套关系为主,即大尺度闭环中嵌入小尺度的闭
环过程,在大小尺度的闭环之间再构建新的闭环过
程, 在同一尺度上的闭环通常是协同、协作和保障
关系 (如图 16所示);另一方面, C2过程的刚性减弱,
柔性增强,不再强调机械性的遵循过程法则,闭环之
间可实时重构关系,在闭环中也可根据实际需要调
整过程的程序,这一点在大尺度兵力系统的指挥机
构中有明显的体现, 如指挥机构的部署调整、作业
程序改变.体现宏观尺度兵力系统 C2过程的模型有
文献 [32−33]中海上合成编队的指挥模式,该模式是

PREA环的具体运用.

3.2 C2机理的尺度关联性

C2机理同样也存在尺度的关联,与尺度密切关
联的 C2机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C2对抗的
制胜机理;二是 C2系统的运行机理.
在微观尺度上, C2对抗优势的获取主要在于两

个方面: 一是 C2闭环的节奏,强调快;二是 C2闭环
介入对手的闭环,干扰其闭环过程,强调 C2闭环的
有效性. 在宏观尺度上,其对抗优势的获取关键不再
强调 “快” 和 “介入”, 而另外的两个方面: 一是 “稳”,
即保持兵力系统的稳定性,不被牵制和干扰,宏观尺
度上的兵力系统其稳定主要体现在既定的决心和稳

定的节奏, “决心” 一旦改变,对大规模兵力系统是破
坏性甚至灾难性的,撤出或转换都会带来战斗力的
下降,兵力系统稳定性的重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二
是 “累积效应”, 即不强调一时一地的优势获取,而是
逐步 “累积” 效果,积 “小胜” 为 “大胜” 或 “全胜”, 局
部或阶段的优势可能导致陷入全局的劣势,始终瞄
准最终的目标才是宏观尺度兵力系统的制胜关键.
在微观尺度上, C2活动强调物理性、机械性和

科学性, 在宏观尺度上, C2活动强调社会性和艺术
性,因此,其运行机理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首先,随着尺度的增大, “指挥” 与 “控制” 要素在

C2系统中逐步分离,微观尺度上 “指挥与控制” 合为
一体,存在 “指挥” 和 “控制” 活动的不同,但不区分
活动主体,通常由指挥主体兼控制活动;在宏观尺度
上, “指挥” 与 “控制” 要素在 C2系统中区分为不同
角色、不同主体和不同部位与功能,如在指挥机构设
置指挥决策部位、作战控制部位、协调部位,在指挥
部署上设置指挥官、控制官、协调官等,在功能上设
置辅助决策功能、监控功能、协调功能等,指挥机构
的各主体、部位之间相互协作,共同实现宏观尺度上
兵力系统的 C2闭环过程.

图 15 微观尺度上的兵力系统 C2闭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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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宏观尺度上的兵力系统 C2闭环过程示意图

其次,随着尺度增大,兵力系统 C2活动的社会
性和艺术性体现越来越明显,在微观尺度上 “刚性”
的 C2活动 (固定的 C2关系和流程),在尺度增大后,
需要 “柔性” 设置,一方面,在职责与权利上,需要给
予指挥控制主体进行指挥机构或团队重组的权限,
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委托授权,组织其参谋团队,
另一方面,在指挥系统的装备建设上,需要可灵活重
组的设计,避免僵化的流程和结构设计.

4 C2过程与机理尺度关联的科学原理分析

在尺度变化后, C2活动基本属性也随之发生变
化,导致其过程和机理的差异.这是目前各级指挥系
统 (包括指挥机构和指挥手段)建设差异化的根本遵
循,无论是指挥机构设置、指挥编组还是指挥流程都
选择了与其兵力系统尺度相适应为基本指导. 那么,
C2随尺度变化的科学原理是什么？是否遵循或违背
了基本的科学原理？

在微观尺度上, 兵力系统行为可能体现为简单

的机械和物理属性,如火控系统、传感器系统;在尺
度放大后,兵力系统则表现为具有社会性的组织行
为,是典型的复杂系统,而且尺度越大,其复杂系统
的行为属性越明显.
不同尺度兵力系统中 C2活动基本属性的差异

是复杂系统的 “涌现” 行为的体现. 系统的涌现性包
括系统整体的涌现性和系统层次间的涌现性[34],由
局部组成整体,出现整体具有而局部不具有的功能
或要素,这种现象即为涌现 (emergence),出现这种现
象的行为属性即涌现性—系统整体的涌现性. 系统
层次间的涌现性是由低层次上升到高层次的过程中

出现涌现的行为属性. 兵力系统在不同尺度上有不
同的 “涌现” 行为,以海上合成编队为例, 在作战平
台 (飞机、军舰、潜艇)尺度上,舰载/机载的传感器系

统、武器系统都具有各自功能,在作战平台上则体现
能力 (如指挥控制能力、打击能力、防御能力等);作
战平台在某一方面的能力 (如防空型驱逐舰、反潜驱
逐舰)在合成编队尺度上体现为使命任务能力.

www.jc
2.o

rg.
cn



206 指 挥 与 控 制 学 报 5卷

在微观尺度的兵力系统中, C2行为的基本属性
是机械的、物理的, 也是刚性的; 在尺度增大后, 其
C2行为表现出的适应性、社会性,这一现象是典型
的整体 “涌现性”.
在宏观尺度的兵力系统中, 存在众多不同尺度

的兵力系统,在一定尺度上的兵力系统 (如战役作战
集团),通常包含众多不同的作战域、作战方面任务
兵力组织,在任务兵力组织尺度上,又包含更多的微
观尺度系统,如武器系统、传感器系统、指挥控制系
统等等,总之,在不同尺度上,兵力系统的 C2活动有
不同的表现形式、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这种尺度变
化导致的差异是典型的系统层次间的涌现性.
不同尺度兵力系统 C2过程与机理的差异同样

遵循了系统的 “涌现” 原理. 微观尺度上对抗活动
以 “节奏快” 和 “介入” 为制胜机理,在宏观尺度上则
体现为系统运行的 “稳定性” 和行动效果的 “累积效
应”, 积小胜为大胜的机理,与微观尺度的实时对抗机
理完全不同.这种过程机理的变化同样也是系统的
整体涌现行为.由此导致不同尺度上的指挥主体需
要遵循相应尺度上的机理特点和规律,而不能把微
观尺度的经验用于宏观尺度的兵力行动.
兵力系统 C2过程与机理的尺度关联性在实现

中有诸多的典型实例,如作战平台的 C2系统、编队
作战指挥系统、战区作战系统,各级指挥系统在空间
布局、流程设计、结构设计上都存在根本的差异,究
其原因,是不同层次上 C2活动基本属性的差异性以
及由此导致的过程和机理的不同.如果不同尺度上
兵力系统的 C2活动存在相同的行为属性,过程与机
理一致,那么, 所有指挥机构与指挥手段 (C2系统)
建设应该是可以复制或者套用,不存在区别,事实上,
这是不可能的.

5 结论与展望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C2理论的科学研究受
到广泛的重视,在过程机理的研究方法上,大多以所
处的背景,或者说所选的对象展开研究,试图从典型
个案或数案得出一般的理论模型,从理论成果的运
用看,即使是经典的 OODA理论,在改进后仍然存在
运用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不仅仅源于所处的时代背
景与运用背景 (工业时代 - 信息时代[34−35]) 的差异,
还有所选对象或背景的尺度差异,这是本文研究的
重点.
本文总结梳理了 C2领域关于过程机理研究的

主要理论成果,剖析了 C2基本活动和过程机理在不
同尺度上所表现的特点和差异,包括态势感知、指挥
决策、作战控制、兵力行动以及评估转换等 C2活动,
以及 C2闭环过程、C2系统运行机理和 C2对抗致胜

机理,并从科学原理阐述了其尺度关联的根源,通过
研究,形成以下结论.

1)不同尺度的兵力系统在 C2上有不同的 C2活
动基本属性和过程机理.在 C2领域,现有 C2过程机
理描述的理论模型源于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背景,都
有各自的尺度适应范畴,没有在所有尺度上适用的
理论模型. 因此, C2理论模型的运用需要根据其兵
力系统的尺度进行选择,理论模型与尺度不相适应
时,其运用就会存在问题.
关于 C2过程机理,主要 C2理论模型及其尺度

适用范围如表 1所示.
2)在作战 C2上,其层级的区分应依据兵力系统

的尺度规模,而不应按照传统的战略、战役、战术进
行区分层级,以解决当前战略、战役与战术边界日趋
模糊的问题,战术行动可以是战略层次的影响,战略
行动可能仅仅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兵力行动,相当传
统的战术行动,如果按照传统的层级划分,战略行动
按照战略指挥的流程、部署实施,则完全不能满足小
规模兵力行动指挥的需要,也就是说,小规模兵力行
动,即使是战略行动,其 C2活动,为满足其快节奏、
实时对抗的需要,无需按照战略指挥的要求组织实
施,而应选择与其规模相适应的 C2方法.

3)在 C2的流程与结构上,尺度越小,其 “刚性”
越强; 尺度越大, “柔性” 越好.在相应的 C2系统中,
微观尺度上,应强调战术技术和程序设计,固化程序,
缩短指挥反应时间,加快作战节奏;而在宏观尺度上,
应以指挥主体为中心,强调个性化的灵活设置,体现
指挥艺术,实现 C2结构与流程可重构、可重组,即柔
性设计.

4)在 C2系统对抗上,微观尺度的 C2闭环强调
“节奏快”、“介入对手”, 在宏观尺度上,强调 C2闭环
“节奏稳”、“效果累积效应”, 不同尺度上的制胜机理
有本质的不同.

5)在 C2系统的运行上,尺度越小, “指挥” 与 “控
制” 活动的绞链越紧,极端情况 (如单兵作战), “指挥”
和 “控制” 融为一体,尺度越大, “指挥” 与 “控制” 活
动的绞链越松,宏观尺度上, “指挥” 和 “控制” 通常设
置独立的机构或部位,如指挥职能设置 “指挥中心”
或 “指挥决策部位”, 控制职能设置 “作战控制中心”
或 “协调控制部位” 等.

C2的尺度关联性是复杂系统 “涌现” 行为的体
现,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特点,因此,根据尺度的不同,
有针对性地研究 C2活动的特点与规律,建设与尺度
相适应的 C2系统是各军种和任务部队需要形成的
共识,同时,在同一尺度上和任务性质上,统一 C2的
相关制度规范,包括作战指挥的条令、大纲及应用指
南,以及 C2系统建设指导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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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2理论模型的尺度适用范畴

序号 模型名称 关键的 C2机理及模

型特点

适用时间尺度 适用兵力规模 适用空间尺度 产生的背景

1 OODA环 指挥闭环机理; 强调

运行节奏快; 介入对

方指挥闭环; 基于规

则,自然决策机理.

微观尺度,实时对抗

(分、秒)

小型作战平台 (如战

斗机)

通常为可视的范围 20世纪 50年代, 工

业时代背景, 战斗机

空中格斗.

2 HEAT环 指挥闭环机理; 指挥

与控制的分离 (指挥

角色与参谋角色); 理

性决策机理.

中观尺度,体系对抗

(日、月)

单一军种的任务兵

力

任务兵力机动部署

范围

20世纪 80年代, 工

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

型, 机械化战争向信

息化战争转换; 美空

运司令部的运行分析

3 SHOR模型 指挥闭环机理; 理性

决策 +自然决策

微观尺度,实时对抗

(时、分、秒)

大型作战平台,如海

上战斗舰艇

作战平台的警戒探

测范围

20世纪 80年代,小型

团队的指挥活动.

4 Lawson模型 闭环控制过程机理,

强调控制反馈

微观尺度,实时战术

对抗 (分、秒)

小型作战平台 作战平台的警戒探

测范围

20世纪 80年代初,工

业时代的 C2过程建

模

5 Rasmussen模型 强调认知和决策, 根

据认知层次区分决策

类型: 基于技能、基于

规则和基于方法

适用于微观和中观

尺度上的决策活动

分析

作战平台或战术编

队

作战平台的警戒探

测范围和战术编队

兵力部署范围

20世纪 80年代初,思

维科学成果在军事领

域的应用

6 SA模型 指挥闭环; 感知活动

主导闭环过程, 区分

感知的 3个层次

微观尺度,实时对抗

(分、秒级)

作战平台或小规模

作战体系

作战平台的警戒探

测范围和战术编队

兵力部署范围

21世纪初,认知心理

学领域成果的应用

7 PDCA环 闭环控制过程, 强调

循环控制过程

产品质量控制,不适

用于对抗博弈的战

场环境

无适用兵力规模 无适用作战空间尺

度

20世纪 30年代末,产

品质量控制

8 RPDM模型 强调决策方法, 根据

心理学划分决策类型:

理性决策和自然决策

微观尺度,实时对抗

(时、分、秒级)

作战平台和小规模

兵力系统的体系对

抗

作战平台的警戒探

测范围和小型战术

编队兵力部署范围

20世纪 80年代末,决

策理论在军事领域的

应用

9 NCW的 C2需求

模型

指挥闭环,网络中心战

的指挥控制

中观尺度,网络中心

战

中小尺度的作战体

系

网络部队的部署空

间

2005年,网络中心战

10 PREA环 多环嵌套机理; 强调

体系对抗的效果累积

适用于中小尺度的

作战体系对抗,如海

上合成编队

海上合成编队作战

体系

海上战术编队的部

署范围

2018年,海上合成编

队

题,以海上合成编队为例,无论是航母编队、两栖编
队,还是其他战术编队,都具有规模尺度上的一致性
和作战环境相似性,理论上,其 C2应具有相同的机
理,可依据相同的机理建立合成编队统一的指挥模
式.这是后续研究的关键问题.

由于 C2过程与机理的尺度关联性, 智能技术,
特别是平行智能指控方法[36−38]与 C2的结合需要考
虑兵力系统的尺度,除非建立所有尺度上的 C2通用
模型,否则,智能 C2在不同的尺度上需要有不同过
程与机理,通俗地说,就是思维模式或范式. 这是后
续研究的另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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