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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兵棋复盘数据的武器效用挖掘

邢思远 1,2,3 倪晚成 2,3 张海东 2,3 闫科 4

摘 要 针对从 “人在回路” 的兵棋推演复盘数据中获取指挥员决策经验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陆军合同战术兵棋复盘数据的
火力打击行动决策要素关联分析模型,实现对其中武器使用规律的挖掘. 该模型分为 “数据兵棋要素关联挖掘 ”3 个层级: 数据
层包括动态和静态数据;兵棋要素层构建了决策要素的定量化计算模型,实现原始数据向要素特征值的转化;关联挖掘层基于
兵棋要素层的建模,提出了地形因素、协同规律和战果致因 3个频繁项集模型构建方法,进而使用经典 Apriori关联规则算法实
现了对陆军战术对抗中武器使用规律的挖掘. 将该模型应用于 2018年第 2届全国兵棋大赛复盘数据集,成功挖掘出坦克、战
车、步兵作战单元在不同地形下的使用效能,以及不同作战单元之间的协同和武器对目标的打击效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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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ng of Weapon Utility Based on the Replay Data of War-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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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quire commander’s decision-making experience from the “Man in loop” war-game replay data, a correlation
analysis model of the fire striking elements is proposed to mine the rules of weapons usage from the replay of Army contract tactical
war-game. The proposed model is composed of three layers: data layer, which stores both dynamic and static data of replay; elements
layer, in which a quantitative computational model of fire attack elements is proposed to transform original replay data to features values;
correlation mining layer, in which a frequent itemsets construction method is proposed to use three dimensions as terrain, cooperation
and damage causality. And with these frequent itemsets, the classic Apriori algorithm can be applied to mine the rules of weapons usage
in the Army contract tactical combat. Finally, the proposed model is applied to the dataset of the second national war-game competi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uccessfully explor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anks, vehicles and infantry in different battle terrain, as well as the
rul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ombat units and weapon strike effectiveness against different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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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棋[1] 被誉为导演战争的 “魔术师 ”, 是通过不
断地 “模拟 -复盘 -重新推导” 以研究战争和分析战
争的有效工具. 兵棋推演的最大特点在于 “人在回路
决策”, 其实质是对人在回路的 O-O-D-A[2](观测 –判
断–决策–行动)指挥控制过程的模拟. 因此,计算机
兵棋推演所产生的复盘数据中蕴含了大量指挥人员

关于地形利用、武器使用、行动协同等决策经验的

高价值知识. 博弈复盘一直是人类总结和获取博弈
经验的有效途径,如何从大量复盘数据中自动/半自

动提取出高价值指挥员经验知识,是一项极富吸引
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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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3] 利用统计方法、机器学习以及数据

库系统等方法和技术,从海量数据中提取隐藏于其
中的知识与模式. 文献 [4] 提出了一种挖掘兵力部署
模式和缺陷的方法,帮助指挥员分析战场态势. 文献
[5] 提出了兵棋应用可拓数据挖掘的必要性,并且将
其用于知识库构建. 文献 [6] 提出一种基于梯度提升
树 (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 GBDT)的机器学
习算法对反映兵棋战场态势的数据样本进行行为性

描述分类,帮助降低人工标注标签的成本. 目前数据
挖掘在兵棋数据分析中的应用,主要解决了推演对
抗的其中一方算子的行为分析的问题,然而博弈对
抗中的行动决策是指挥员综合推演规则、目标、作

战环境以及敌方行动而做出的判断. 从大规模复盘
数据中获取指挥员的经验知识,必须将对手的行为
数据和地形、武器等作战要素纳入考虑,从数据中挖
掘地形、武器等客观要素与主观行动、行动与战果

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文以 “人在回路” 的兵棋推演产生的大数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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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基于关联规则挖掘思想,对推演过程中复杂的
耦合拓扑关系和时空关系综合考虑,能够挖掘兵棋
对抗过程中的关键指标,并依据这些指标对指挥员
作战决策与战场态势的条件进行关联,深入挖掘指
挥员对环境进行观察、判断到决策这一动态过程的

规律和方法.

1 基于兵棋推演数据火力打击要素分析模型

本文所使用的陆军战术兵棋,将军事对抗抽象
为棋子、棋盘和裁决规则 3类要素.其中棋子表示双
方的作战力量,由作战单位和作战武器组成;棋盘表
示作战的环境或地形,由一系列带有坐标信息和地
理地形信息的特殊六角网格组成; 裁决规则模拟了
武器产生的毁伤效果.
火力打击行动,是指运用火力手段对敌目标实

施的各种毁伤、破坏行动[7] ,是陆军作战的重要手段,
也是夺取战场控制权和作战胜利的关键性决策. 陆
军战术兵棋推演中的火力打击行动表现为针对视野

范围内对敌方作战单位的射击行动,包含行进间射
击、机会射击和掩护射击.针对这些火力打击行为中
指挥员对武器使用规律的挖掘,提出火力打击要素
分析模型的总体框架如下.

1.1 火力打击要素分析模型总体框架

基于兵棋推演复盘数据的火力打击要素分析模

型框架,由数据层、兵棋要素层、关联挖掘层 3层组
成,如图 1所示.
数据层是火力打击要素关联分析模型的底层支

撑,存储数据包含静态数据和动态数据两类. 静态数
据是指在推演设计时对地形、武器、夺控要点等兵

棋要素进行的设定数据. 动态数据是在推演过程中,
产生的序列化行动相关数据.
兵棋要素层抽取与火力打击决策有关的战场态

势关键因素,建立可计算的要素表示模型. 主要包含
火力打击中己方实力属性、敌方实力属性和战场环

境的客观因素属性 3方面. 其中己方实力属性和地
方实力属性分别包含作战单位、攻击武器、单位数

量、装甲防护、所处状态等. 客观因素包含火力打击
时间、火力打击所处地形、火力打击距离等.
关联规则挖掘层基于数据层构建出的火力打击

行动的结构化数据和兵棋要素层分析的与火力打击

行为决策相关的要素,从地形、协同和战果 3个维度
按照不同要素选择和约束条件构建待挖掘频繁项集,
最终通过关联规则挖掘算法 (Apriori) 挖掘火力打击
行动与作战要素之间的关联规律,分析挖掘结果以
得出武器的使用规律及效用.

图 1 火力打击要素分析模型总体框架

1.2 火力打击要素定量化计算表示模型

本文将火力打击关键要素分为我方要素、敌方

要素和环境要素 3类,如图 2所示.

图 2 火力打击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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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挖掘, 对相关要素
进行形式化表示如下:

1)时间要素
在兵棋推演中, 推演按照推演流程和推演时间

进行. 推演时间包含推演回合和推演阶段, 表示为
T = t1, t2, t3, · · · , tn的序列形式.

2)地图要素
定义 1 地图单元格 Coordinate是兵棋地图的

基本单位,通常为六角格形态,定义为以下四元组形
式:

Coordinate(Type,Di f , Lon, Lat) (1)

其中, Type为单元格地质; Di f 为单元格高程; Lon
为单元格经度坐标; Lat为单元格纬度坐标.
基于地图格单元,兵棋地图定义为:
定义 2 兵棋地图 Map 是由兵棋地图格

Coordinate组成的二维矩阵,表示为:

Map[row][col] (2)

其中, row为兵棋地图行数; col为兵棋地图的列数.
3)作战单位要素
定义 3 作战单位 Unit是兵棋的基本作战单元,

定义为如下四元组形式:

Unit(Weapon,Num,S tate,Equip) (3)

其中, Weapon为作战单位的武器配置; Num为在所
处推演阶段作战单位剩余车/班数; S tate为作战单

位所处状态,包含机动、掩蔽、压制、行军、堆叠等;
Equip为作战单位装甲等级.

4)火力打击行为
定义 4 火力打击行动 Action定义为作战单位

向敌方目标实施的一次射击行为,表示为如下五元
组形式:

Action(Unit Obj,Unit Tar,CoordinateObj,

CoordinateTar,Time) (4)

其中, Unit Obj 为攻击方作战单位; Unit Tar为被攻
击方作战单位; CoordinateObj为攻击方作战单位所
处六角格; CoordinateTar为被攻击方作战单位所处
六角格; Time为火力打击时间.

5)合同火力打击行为
合同火力打击通常是指作战指挥员在获取敌方

作战单位的暴露信息后,根据战场态势,向己方两个
及以上的作战单位下达针对敌方暴露单位的火力打

击任务.执行这一任务的作战单位之间则产生了作
战协同关系.如图 3描述了在一次行动中,红方两辆
坦克合同进攻蓝方处于一定区域内战车和步兵的过

程.合同战术是当今作战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
定义 5 合同火力打击行动定义为两个 (及以

上)作战单位发出的攻击行为,其各自的火力打击行
动发生时间间隔不超过 T∆ ,且相邻两次火力打击的
目标之间距离阈值不超过 D∆ ,基于式 (4)所定义的
火力打击行为如下:

Cooperate(Action1;Action2) (5)

图 3 合同火力打击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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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火力打击” 构建约束条件的数学表达式为:

||Fire Time1 − Fire Time2|| ≤ T∆

||Target Loc1 − Target Loc2|| ≤ D∆

(6)

其中, Fire Time1 和 Fire Time2 表示两次火力打击

行动所处推演时刻, Target Loc1和 Target Loc2表示

两次打击目标所处兵棋六角格的位置.当两次火力
打击行动目标为同一作战单位时,为合同火力打击
模式的特例.

2 基于关联规则的挖掘分析算法

2.1 关联规则挖掘算法

关联规则挖掘算法[8] 是一种挖掘隐含于大量数

据中事务之间产生依赖或关联的机器学习方法,对
于战争规律挖掘具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其基本概念
如下:
给定一个含有 m 个事务的数据库 D =

{d1,d2, · · · ,dm}, 其中事务中项的全集为 I =

{i1, i2, · · · , in}, 属性的总数为 n. 那么每个事务 d 都
是项全集 I 的一个子集.
项集是指包含 0个或多个项的集合,如果项集

中包含 k个项目,则称其为 k项集. 项集的一个重要
性质是其支持度计数,其数学定义为

σ(A) = |{di |A ⊆ di ,di ∈ D}| (7)

式中, | · |表示集合中元素的个数.
关联规则是形如 A ⇒ B的蕴涵表达式,其中 A

和 B是项集,且 A ⊆ I , B ⊆ I ,A∩ B = ∅,A称为规则前
项, B称为规则后项.
关联规则 A⇒ B的支持度 sup表征规则中前项

A和后项 B所组成的项集在数据库 D中给定事务中
的频繁度,其数学定义为

sup(A⇒ B) =
σ(A∩ B)

m
(8)

式中, m表示事务数据的数量.
关联规则 A⇒ B的置信度 con表征规则中后项

B在包含前项 A的事务数据库 D中出现的频繁程度,
其数学定义为

con(A⇒ B) =
σ(A∩ B)
σ(A)

(9)

本文采用经典 Apriori 关联规则算法[8] 挖掘作

战要素与行为之间的关联,其算法流程如图 4所示.
Step1 预定义最小支持度 min sup和最小置信

度 min con的两个阈值.
Step2 扫描数据库 D, 生成所有频繁 1-项集,

记为 L1.

图 4 Apriori 算法流程图

Step3 Lk−1进行项 “连接” 生成候选 k-项集Ck,
遍历 Ck 中每项的支持度,删除支持度低于 min sup
的候选项,从而获得频繁 k-项集.

Step4 若由 Lk能生成候选 k + 1-项集 Ck+1,则
k = k+1并跳转到步骤 3,否则跳转至步骤 5.

Step5 计算频繁项集置信度,生成所有两个频
繁项之间的置信度大于 min con的关联规则.

2.2 基于 Apriori 算法的武器效用挖掘方法

根据 2.1节所述,基于 Apriori 关联规则挖掘算
法,从兵棋复盘数据中获取火力打击的武器效用知
识流程如图 5所示. 其中关键步骤为: 1)根据原始数
据构建火力打击数据集. 2)生成待挖掘的频繁项集.
进而可使用 Apriori 算法对频繁项集进行计算,挖掘
关联规则.

2.2.1 火力打击数据集构建

兵棋复盘原始数据包含地形数据、武器数据、

对抗数据和裁决数据,通常存储于业务系统不同数
据表中.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多表连接,并按照推演
时间 t顺序排列所有火力打击行动;再按照 1.2节式
(4)对火力打击行为的表示,提取形成结构化的火力
打击行动数据集,其内容如表 1所示.

2.2.2 面向武器效用的频繁项集构建

1)地形与武器使用和打击目标选择的频繁项集
构建

该项集构建用于挖掘不同地形条件与指挥员实

施火力打击的武器使用和目标选择之间的关联,以
获得指挥员在不同地形条件下运用武器实施火力打

击的经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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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关联规则挖掘算法流程图

表 1 火力打击行动结构化数据集 (局部)

场次 回合 · · · 攻击单位 目标单位 武器 攻击单位车/班数 目标装甲等级 地形

1 7 · · · 坦克 战车 大号直瞄炮 3 3 城镇居民

1 8 · · · 坦克 步兵 速射炮 3 4 城镇居民

1 10 · · · 战车 坦克 重型导弹 2 3 城镇居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如表 1所示数据集中, 按照每个不同地形分
别筛选行动数据中的攻击单位和目标单位,从而形
成与不同作战地形上 (作战武器,攻击目标) 对构成
的待挖掘频繁项集 D,如表 2所示.

表 2 武器使用与目标选择项集示例

作战地形 ID 项集 di

1 攻击单位 =坦克,目标 =战车

2 攻击单位 =坦克,目标 =坦克

城镇居民地 3 攻击单位 =步兵,目标 =坦克

4 攻击单位 =坦克,目标 =战车

5 攻击单位 =战车,目标 =坦克

· · · · · ·, · · ·
1 攻击单位 =坦克,目标 =步兵

2 攻击单位 =战车,目标 =坦克

高原通道 3 攻击单位 =步兵,目标 =坦克

4 攻击单位 =坦克,目标 =坦克

5 攻击单位 =战车,目标 =坦克

· · · · · ·, · · ·

2)协同规律频繁项集构建
协同规律项集用于挖掘不同地形条件与指挥员

实施火力打击的单位间的关联,获得指挥员在不同
地形条件下火力打击协同运用经验.
根据 1.2节式 (6)对合同火力打击约束条件的定

义,从表 1中筛选出满足条件的记录; 再使用式 (5)
从中抽取出参与合同的作战单位,构成使用与目标

选择的项集 D的示例如表 3.

表 3 合同火力打击项集示例

ID 项集 di

1 合同单位 1=战车,合同单位 2=战车

2 合同单位 1=坦克,合同单位 2=坦克

3 合同单位 1=步兵,合同单位 2=坦克

4 合同单位 1=坦克,合同单位 2=战车

· · · · · ·

3)战果致因频繁项集
战果致因关系分析目的是衡量不同作战属性对

火力打击结果影响的大小,以及属性之间的耦合关
系对火力打击结果的影响.战果致因包括攻击方属
性、被攻击方属性和客观属性的 3方面潜在原因属
性,如图 6所示.
战果致因项集相对较为复杂, 其构建方

法如下: 首先根据式 (3) 基本作战单元的要
素的表示形式, 从表 1 中筛选其中攻击单
元 Ob j =[Unit ObjOb j WeaponOb jNumOb jState],
目标单元 Tar = [Unit TarTar Equip,Tar Num,
Tar State]; 然后根据式 (4) 筛选火力打击行动中
的客观属性, 包含推演时间、火力打击射击距
离、射击高差和射击类型, 表示为 Environment=
[Time,Dist,Di f , Type]; 筛选火力打击行动效能,
包含攻击等级 Result和战斗结果 Kill , 表示为
E f f icacy = [Result, Kill ]. 将上述数据项进行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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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战果致因项集,如表 4所示.

图 6 战果致因关系分析模型

表 4 战果致因项集示例

ID 项集 di

1

攻击单位 = 坦克, 攻击武器 = 大号直瞄炮, 攻击单位

车/班数 =3,攻击单位状态 =机动,攻击目标 =战车,攻击

目标装甲防护等级 =3攻击单位车/班数 =1,攻击目标状

态 =被压制,攻击时间 =8回合,距离 =11,高差 =20,射击

类型 =行进间射击,战斗结果 =产生战果

2

攻击单位 = 战车, 攻击武器 = 重型导弹, 攻击单位

车/班数 =3,攻击单位状态 =无,攻击目标 =坦克,攻击目

标装甲防护等级 =4攻击单位车/班数 =3,攻击目标状态 =

无,攻击时间 =10回合,距离 =15,高差 =0,射击类型 =机

会射击,战斗结果 =产生战

· · · · · ·

3 实验结果

3.1 实验数据集

本文所用实验平台为陆军铁甲突击群兵棋推演

系统.所用数据来源为 2018年第 2届全国兵棋大赛
分赛区数据,共包含 19 963场复盘数据按照地图和
竞赛等级的统计如表 5所示.

表 5 第二届兵棋大赛比赛场次统计

地形 预选赛 晋级赛 决赛

中等起伏地 174 206 11

山地通道 1 145 293 47

山岳丛林 6 341 1 291 88

城镇居民 5 214 2 155 292

岛上苔地 1 616 566 36

海上岛屿 245 107 90

根据 2.2所述 3个维度的频繁项集构建方法,进
而使用 Apriori 关联规则算法挖掘算法,从复盘数据

中的海量火力打击行为记录获得不同地形条件下的

武器使用经验规律、兵种合同火力打击运用规律和

火力打击战果致因分析结果.

3.2 不同地形条件上的武器使用规律挖掘

根据大赛地形想定, 分别以城镇居民、山地通
道、山岳丛林和岛上苔地 4种地形按照 2.1和 2.2节
方法构建全量数据的 (作战武器,攻击目标) 对数据
项集. 以城镇居民地形为例,在该数据项集上使用式
(7)计算生成 Apriori 算法流程中步骤 2的频繁 1项
集,如表 6所示.

表 6 频繁 1-项集

项 支持度

攻击单位 =坦克 0.588

攻击单位 =步兵 0.227

攻击单位 =战车 0.185

目标 =坦克 0.526

目标 =战车 0.280

目标 =步兵 0.192

目标 =炮兵 0.002

使用式 (8)生成 Apriori 算法流程中步骤 3的频
繁 2项集如表 7所示.

表 7 频繁 2-项集

项 支持度

攻击单位 =坦克,目标 =坦克 0.277

攻击单位 =坦克,目标 =战车 0.186

攻击单位 =步兵,目标 =步兵 0.120

攻击单位 =战车,目标 =坦克 0.115

· · · · · ·

得到实验结果如下:
1)不同地形条件下对作战平台的使用偏好
实验探究红方坦克、战车和步兵 3种作战平台

在不同地形下的火力打击频繁度.使用攻击方作战
平台支持度,表征在该作战平台进行火力打击次数
占所有作战实体平台打击次数的比例. 表 6 中攻
击单位支持度计算示例如下: 城镇居民地地图下共
有数据 40 235条, 包含 {攻击单位 = 坦克 }的项有
23 658条,根据式 (7),频繁项{攻击单位 =坦克}的支
持度为 58.80 %;其他频繁项的计算方式同上, 结果
如图 7所示.

2)不同地形条件下的打击目标选择规律
使用红方打击目标的作战单位在不同地形下的

支持度,表征目标作战单位受到火力打击次数占所
有作战单位受到火力打击次数的比例. 表 6中目标
的支持度计算示例如下,城镇居民地共有数据 40 235
条,包含 {目标 =坦克}的项有 21 164条,根据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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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项 {目标 =坦克}的支持度为 5260 %;其他频繁
项的计算方式同上,结果如图 8所示.

图 7 火力打击攻击方作战平台的运用情况

图 8 火力打击目标选择频繁度

3)攻击平台与目标关联规则
将对抗中出现的攻击方与被攻击方作战实体关

系对, 表示为 A→ B的形式, 其中 A表示攻击方作
战平台, B表示目标作战实体.计算关系对的支持度
sup(A→ B)和置信度 con(A→ B). 在城镇居民地地
形对抗数据集下,共有数据 40 235条,含 {攻击单位 =

坦克,目标 =坦克 }的项有 11 145条, {攻击单位 =坦

克,目标 =战车}的项有 7 085条, {攻击单位 =坦克,
目标 =步兵}的项有 4 828条.根据式 (8),因此,表 (7)
中频繁项 {攻击单位 =坦克,目标 =坦克}的支持度
为 27.7 %;频繁项 {攻击单位 =坦克,目标 =坦克}的
置信度为 47.1 %;其他频繁项的计算方式同上,结果
如表 8所示.
表 8即生成了攻击关系的关联规则,以坦克 →

战车为例进行解释: 对于红方的一次火力打击行为,
该行动是使用坦克攻击蓝方战车的概率为 18.6 %;
当已知红方使用坦克作为攻击单位时,其攻击目标
是蓝方战车的概率为 31.6 %.

4)实验结果分析
上述数据挖掘结果揭示了在不同地形下, 指挥

员进行火力打击行动对于作战单元和武器的使用具

有不同规律.

表 8 攻击平台与目标关联规则

A→ B sup(A→ B) con(A→ B)

坦克→坦克 27.7% 47.1 %

坦克→战车 18.6 % 31.6 %

坦克→步兵 12.0 % 20.6 %

战车→坦克 11.5 % 61.9 %

战车→战车 4.8 % 25.8 %

战车→步兵 2.1 % 11.3 %

步兵→坦克 13.6 % 60.1 %

步兵→战车 6.0 % 26.6 %

步兵→步兵 3.0 % 13.1 %

图 7实验结果表明: 在各种不同地形下,坦克均
是指挥员用于实施火力打击的主力作战武器; 而在
山岳丛林地形上,坦克和战车射击概率降低,步兵射
击概率则升高,表明步兵在山岳丛林地形上作战较
其他地形更具优势.这与山岳丛林地谷深岭宽、林密
草深、荆棘丛生,不便于车辆等部队机动的地形自身
特点相符.
图 8实验结果展示了不同地形条件下指挥员对

攻击目标的选择.在不同地形下,坦克都是被攻击的
主要目标,其被攻击的概率均超过 50 %.在山地通道
中, 步兵作为火力打击目标的频率为 7.2 %,相比其
他地形有很大的降低,是由于该地形中作战双方部
队被地形断绝,使得步兵不易快速占据多控点.
表 8的结果则揭示了指挥员在运用武器单元实

施火力打击的一些战法规律:如坦克为主战武器,坦
克攻击不同目标的优先程度为:坦克 >战车 >步兵.

3.3 兵种合同火力打击运用挖掘

以合成营级对抗复盘数据中红方实施火力打击

行动部分为挖掘对象,使用 2.2.2中协同规律项集构
建方法,以城镇居民地对抗为例,共筛选形成合同火
力打击数据项集 9 806条,其中包含{坦克}的项 8 541
条,根据式 (7),频繁项{坦克}的支持度为 871 %,其他
频繁项和其他地形上的计算实验结果如表 9所示.

表 9 作战单位参与合同作战支持度

地形 坦克 战车 步兵

城镇居民 87.1% 30.1 % 19.9 %

山地通道 88.2 % 30.5 % 16.2 %

山岳丛林 82.2 % 24.5 % 23.9 %

岛上苔地 77.3 % 31.0 % 3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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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9806条数据集中, 包含频繁 2- 项集 {坦
克,战车}的项 2 050条,根据式 (8),频繁项 {坦克,战
车}的支持度为 209 %,其他频繁项的计算方式同上,
实验结果如表 10所示.

表 10 合同火力打击模式支持度

协同模式 城镇居民 山地通道 山岳丛林 岛上苔地

坦克–坦克 46.6% 51.1 % 44.3 % 44.2 %

坦克–战车 20.9 % 19.0 % 17.8 % 16.9 %

坦克–步兵 14.7 % 12.7 % 23.1 % 19.4 %

战车–战车 6.0 % 5.7 % 15.2 % 4.1 %

战车–步兵 6.1 % 6.9 % 6.4 % 7.3 %

步兵–步兵 5.5 % 4.5 % 5.7 % 7.1 %

实验结果分析: 合同火力打击项集中的频繁 1-
项集支持度表征了该类算子在合同火力打击行动中

的参与程度;频繁 2-项集的支持度则表征了两种不
同作战单位之间产生协同行动的概率.故表 9、表 10
的结果表明: 在全国赛不同想定下的合成营对抗中,
坦克是参与协同火力打击的主要力量,坦克与坦克
相互支援联合打击共同目标是协同行动中的主要作

战方式. 主要原因是坦克机动能力强,在敌方目标视
野暴露时,容易寻找火力打击位置.战车与步兵、步
兵与步兵产生协同的概率则很低,坦坦协同、步坦协
同是全国赛数据中呈现出的主要协同方式.
在山岳丛林地形下, 战车与战车之间的的协同

概率达到 15.2 %,相对其他地形高出接近 10 %.其原
因极可能是山岳丛林易于战车隐蔽,战车可以利用
其机动性能抢先占据有利地形完成火力设伏,以火
力大范围覆盖敌方活动区域,等待时机进行伏击.

3.4 火力打击战果致因分析

为探究火力打击中影响战果的因素规律,选取
2018年第 2届全国兵棋大赛城镇居民、山地通道、
山岳丛林和岛上苔地 4种地形所有连级对抗下的
火力打击共 151 183条数据按 2.2.2节方法,构建包
含 {攻击单位 =坦克→产生战果}的项有 65 765条,

包含 {攻击单位 =坦克→未产生战果}的项有 29 685
条, 根据式 (8), 频繁项 {攻击单位 = 坦克 → 产生
战果}的支持度为 435 %;根据式 (9),频繁项 {攻击
单位 =坦克 → 产生战果}的置信度为 689 %. 设定
最小支持度阈值 min sup取 20 %,最小置信度阈值
min con取 60%,选取关联规则算法挖掘出的后项
为产生战果的强关联规则,结果如表 11所示.
根据上述强关联规则挖掘结果,对战果致因分

析如下:
1)坦克是最具杀伤效果的武器平台,并且当坦

克在搭载更大攻击力的直瞄火炮时,其攻击效果也
更大 (数据反应坦克搭载大号直瞄炮战果最大).

2)当选择战车开展打击时, 其有 88.0 %的概率
获得战果,即在对抗数据中战车表现为最易受损的
武器平台. 这条规则对于火力打击目标选择具有重
要参考意义,战车的损毁也表现出与战车配置装甲
等级有关.

3)战果与发出火力打击的单位数量,以及与被
攻击目标的单位数量相关,单位数量越多,则越容易
产生战果.

4)火力打击与客观属性有关,数据表明当火力
打击中攻击单位所处高度与攻击目标所处高度间高

差为 0时,有 64.7 %的概率产生战果.

4 结论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战术级兵棋复盘数据的火力

打击行动要素关联分析模型与挖掘方法,旨在挖掘
指挥人员在不同决策要素条件下对武器的使用规律

和效用. 由于兵棋推演是一个多层次、决策与环境
动态交互并且时空相互关联的对抗过程,因此,对兵
棋推演进行数据挖掘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针对此进
行算法设计需要抓住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动态演化
性, 二是环境与决策行为的交互性. 实验结果证明
了本文分析模型和方法,能够有效挖掘兵棋对抗中
人类指挥员进行火力打击行动的决策规律.本文提

表 11 战果致因强关联规则

规则 ID 后项 前项 实例数 支持度/ % 置信度/ %

1 战斗结果 =产生战果 攻击单位 =坦克 65765 43.5 68.9

2 战斗结果 =产生战果 攻击目标 =战车 38 703 25.6 88.0

3 战斗结果 =产生战果 攻击武器 =大号直瞄炮 37 191 24.6 74.5

4 战斗结果 =产生战果 高差 = 0 44 154 29.2 64.7

5 战斗结果 =产生战果 攻击目标装甲防护等级 = 3 43 540 28.8 86.4

6 战斗结果 =产生战果 攻击目标被攻击前车/班数 = 3 58 659 38.8 66.4

7 战斗结果 =产生战果 攻击单位车/班数 = 3,攻击目标 =战车 30 841 20.4 92.2

8 战斗结果 =产生战果 攻击单位 =坦克,攻击武器 =大号直瞄炮 37 191 24.6 74.5

9 战斗结果 =产生战果 攻击单位 =坦克,攻击单位车/班数 = 3,攻击目标被攻击前车/班数 = 3 35 226 23.3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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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关联规则方法,不仅可以对战果致因和火力打
击属性进行其单一因素的定量分析,还可以解决常
规数理分析方法难以实现的任务,即多因素关联关
系挖掘.
本文的研究工作是应用数据挖掘方法从对抗数

据中获取武器使用经验的初步尝试,后续的工作还
将在关联要素分析模型框架的基础上,从研究多个
作战单位之间的同级协同方式以及上下级单位之间

的协同模式挖掘,并将机器挖掘的协同模式规律加
入陆军兵棋领域的指挥员作战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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