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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A环及其平行智能
阳东升 1 张维明 2

摘 要 针对军事体系指挥控制活动基本过程—–筹划 (Planning)→准备 (Readiness)→执行 (Execution)→评估 (Assessment)→
筹划 (Planning)(PREA环)在实际组织运行中存在的数据需求、计算实验需求、推演评估需求以及计划指令开发需求等,提出
PREA环与平行理论的完美结合方案:以观察评估活动建立从物理体系到描述体系的数据驱动,以筹划活动建立从描述体系到
预测体系的事件驱动,以组织计划准备建立从预测体系到引导体系的方案驱动,以执行监控活动建立从引导体系至物理体系的
指令驱动方案,根据数据驱动、事件驱动、方案驱动和指令驱动定义 PREA环的观察评估智能、预测规划智能、计划指导智能
和执行监控智能概念,实现 PREA环的平行智能.

关键词 PREA环,军事体系,指挥控制,平行智能

引用格式 阳东升,张维明. PREA环及其平行智能 [J].指挥与控制学报, 2019, 5(4): 274−281
DOI 10.3969/j.issn.2096-0204.2019.04.0274

开放科学计划（Open Science Identity, OSID）标识码:

PREA Loop and Its Parallel Intelligence

YANG Dong-Sheng1 ZHANG Wei-Ming2

Abstract Planning→ Readiness→ Execution→ Assessment→ Planning (PREA loop) is the basic process of military system of
systems′ command and control. There are data requirements, computation experiment requirements, deriving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and planning and orders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for PREA loop′s running. Aiming at those requirements, parallel PREA loop is
advanced, which combines PREA loop with parallel theory. Parallel PREA loop is composed of four conceptions: Data driving from
Physics system of systems (SoS) to Descriptive SoS by observing and assessing; Event driving from Descriptive SoS to Predictive SoS
by planning; scheme driving from Predictive SoS to Prescriptive SoS by directing and Readiness; Orders driving from Prescriptive
SoS to Physics SoS by executing and supervisory control. Corresponding, four intelligence conceptions are advanced: observing and
assessing intelligence, planning intelligence, directing intelligence and supervisory contro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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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控制过程机理与尺度密切关联, 不同的尺
度兵力系统, 其指挥控制活动的基本属性存在本
质的差异[1] , 这是指挥控制领域的一个新的发现.
这一发现不仅解释了诸多学者对经典理论模型—–
OODA环在使用过程中提出的问题根源所在,也界
定了 OODA环的适用范围,即作战平台,同时,也发
现了指挥控制领域关于机理描述理论的一个新的空

白,即从平台上升至体系,军事体系指挥控制活动的
机理模型.筹划 (Planning)→准备 (Readiness)→执行
(Execution)→ 评估 (Assessment)→ 筹划 (Planning)
(PREA环)[2−3] 的提出正是这一背景需求, 填补了
这一理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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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虽然 PREA环与 OODA环一样简洁,但
其组织实施要复杂得多,根源在于从适用 OODA环
的作战平台上升至军事体系后,其指挥控制活动的
基本属性更多体现在社会域,而不是物理域,如感知
和理解问题、决策问题、行动问题,都涉及多个主体
间的协同,包括共享感知、协同决策、协同行动等等.
在一个分布的军事体系中,指挥控制活动在社会域
的相关需求给 PREA环的运行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一是多个主体对战场的共同感知和理解问题; 二是
多个主体对战场态势演化趋势的认知协同问题; 三
是多个主体对同一事件处理方案的协同决策问题;
四是多个主体在分布环境中的协同行动问题.在军
事体系层面的 PREA环如何应对新的挑战？本文尝
试 PREA环与平行理论的数字四胞胎 (物理、描述、
预测、引导)相结合,建立 PREA环的平行智能概念
与框架.

ww
w.
jc2
.or
g.c
n



4期 阳东升等: PREA环及其平行智能 275

1 PREA环

PREA环的核心理念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
指挥决策方式以基于预案为主,强调作战筹划活动,
在筹划阶段建立充分的预案; 另一方面是行动方式
基于布势展开,强调行动的直前准备活动,即从当前
兵力系统状态到计划执行前所需要的状态,完成计
划执行的相关准备,包括兵力部署的转换和直前筹
划活动.这两个方面也是与单一作战平台指挥控制
活动的本质差异,单一作战平台的指挥决策方式通
常是基于规则,在行动方式上, 决策即行动,不存在
决策至行动的过渡环节 —–兵力部署转换.在军事
体系层面,这一环节既要克服军事体系整体的惯性
与阻力,同时,还要考虑这一环节可能的态势变化带
来的新的决策需求,因此,在这一环节的 “直前筹划”
显得不可或缺.

PREA环建立了军事体系指挥控制活动的一般
规律:筹划→准备→执行→评估 4个环节构成闭环
过程,不同的环节对应不同的态势需求和决策方式.
在筹划环节,决策的时间窗口大,通常采用基于

预判的周密决策方式,通过预想各种可能的情况作
出完备的预案, 为基于预案的决策奠定基础. 在这
一环节, 态势信息以动向情况为主, 包含各类要素
的预测和预报数据,构成筹划活动所需要的预测/预

判态势.
在准备环节,决策窗口进一步变小,而战场态势

趋于明朗,通常, 实时态势进入决策视野,实时态势
与动向情报以及各要素的精确预测、预报共同构成

了准备环节的 “直前态势”. 在这一环节,通常采取基
于预案的精确决策方式,即根据 “直前态势”, 匹配选
择预案,并对预案进一步进行修订调整,以满足执行
需要.
在执行环节,通常按计划实施,由于实时对抗博

弈的需要,决策窗口变小,决策活动主要体现在执行

层面的规则与程序的选择,不涉及方案预案的改变,
因此,在这一环节,其决策方式通常是基于规则的快
速决策,对应的态势需求是实时态势,包含各类要素
(情报、通信、水文、气象、航海、导航等等)的实时
数据.
在评估环节, 评估活动包括战场态势评估、行

动效果评估、作战能力评估等, 评估活动的基本依
据是态势演化过程的历史数据,在评估环节同样存
在决策活动,即根据评估结论进行转换决策: 行动按
计划执行,态势按预期演化,则计划不变,行动继续;
态势演化不在预期范围内,行动按计划实施已不能
促进态势向预期演化,则需要调整行动预案;态势演
化不超出预期,则结束行动,再次筹划, 转入新的行
动准备.

PREA环及其决策方式与态势需求如图 1所示.
从宏观层面, PREA环是一个持续循环运转的过

程, 从战场的初始态势开始, 以期望的目标为牵引,
PREA环持续改变态势, 直到期望的最终态势实现,
PREA环结束.

PREA环的运行如图 2所示.
在 PREA环的持续循环过程中, 每一个 PREA

环向后续 PREA环的跳转都是从 “评估” 环节跳出,
从后续 PREA环的 “筹划” 切入,通过 “评估” 实现各
PREA环的无缝衔接.每一个 PREA环都是战场态势
演化的 “驱动力”, 所有的 PREA环共同构成了战场
态势从初始态势向最终态势演化的路径.

2 PREA环的平行智能框架

2.1 平行数字四胞胎

平行数字四胞胎源自复杂系统科学,是复杂系
统管理与控制的新概念, 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王飞跃

图 1 PREA环及决策方式与态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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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REA环的循环与战场态势的演化

教授提出. 平行数字四胞胎概念的最初雏形是 “影
子系统” (Shadow Systems),在 20世纪 90年代, 王
飞跃教授提出为复杂电网系统建立 “影子系统”
(Shadow Systems)的嵌入式仿真方法 (Embedded co-
simulation),优化其调度过程并提高其安全性和效
益[4] . 2004年, 王飞跃教授对 “影子系统” (Shadow
Systems)概念进一步升华,提出 “平行系统方法与复
杂系统的管理和控制” [5] ,为应对复杂系统的管理与
控制等难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建立了集人工系
统 (Artificial Systems, A)、计算实验 (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 C)、平行执行 (Parallel Execution, P)为
一体的 ACP平行智能理论体系.
近年来, 德国西门子在其先进工业控制基础上

提出了数字双胞胎 (Digital twin)的概念,通过收集物
理实体的信息并建立数字化模型来预测工业机器潜

在问题并及时改进,进而提高工业生产效率[6] . 数字
双胞胎 (Digital twin) 的典型应用是军事领域的 “数
字林肯”. 2019年 11月, 美海军信息战系统司令部
(NAVWAR) 完成首个复杂系统—–林肯号航空母舰
的数字孪生模型的开发[7] ,简称为 “数字林肯”, “数字
林肯” 是美海军数字化工程转型的重要里程碑,数字
林肯不仅仅可以在航母这一复杂系统平台的完工交

付前通过虚拟环境对解决方案进行测试和评估,在
实地部署前解决发现的问题,此外,还可以提高这一
复杂系统的可靠性和赛博安全性,同时降低作战人
员的风险.
理论上, 数字双胞胎只是实现虚实互动平行系

统的一种特殊手段,而且还停留在王飞跃所提 ACP
方法[8−12] 的第一阶段 (即建立人工系统) 和部分预
测功能, 并未充分利用其物理、描述、预测、引导

“多位一体” 的完整数字四胞胎结构. 2019年,阳东
升等运用平行数字四胞胎概念,提出海上巨无霸的
—–航空母舰这一复杂系统管理控制的新理念[13],
即平行航母, 定义平行航母的数字四胞胎 (Digital
quadruplet):物理航母 (Physical carrier)、描述航母
(Descriptive carrier)、预测航母 (Predictive carrier)和
引导航母 (Prescriptive carrier),建立平行航母从物理
航母到描述航母的描述智能、从描述航母到预测航

母的预测智能、从预测航母到引导航母的引导智能

框架体系.
平行数字四胞胎不仅仅是虚实结合的管理控制

手段,从哲学意义上,它体现了一个基本的管理管制
思维,从物理存在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新的构想,最
后从新的构想返回物理世界,实现对物理存在改造
的导向,构成一个管理控制闭环,这一闭环过程如图
3所示.

图 3 平行数字四胞胎及其运行基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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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数字四胞胎的管理控制思维可以简单理解

为虚拟空间与实现的结合,如何进一步细化,则可从
物理域、信息域到认知域的逐步升华,物理域的行为
即对物理存在的执行引导活动,而信息域的活动主
要体现在对物理存在世界的抽象,认知域的活动则
体现在对抽象概念的理解、预测和构想.

2.2 PREA环与平行数字四胞胎

本质上, 平行数字四胞胎建立了复杂系统管理
与控制的 3个层次 (物理存在的状态、虚拟空间的抽
象状态、思维空间的认知状态)和 4种状态 (物理、描
述、预测、引导),其中, 4种状态是持续转换的闭环
过程,从物理状态到抽象的描述状态需要观察和评
估活动,从描述到预测需要构想筹划,从预测到引导
需要计划与指令开发,从引导到物理需要执行监控.
对一个军事体系,其 4种状态的转换过程正是 PREA
环 4个环节的主要活动.
从物理状态到描述状态,以态势数据驱动为主,

态势数据包括态势持续演化的历史数据和当前的态

势数据,对数据的分析,由以评估活动为主.
从描述状态至预测状态,以事件驱动为主,通过

事件的理解和对态势演化趋势的判断,建立未来构
想,并拟制应对方案预案.

从预测状态到引导状态,以方案驱动为主,基于
既定的事件处理方案,制定具体实施计划.

从引导状态到物理状态,以指令驱动为主,这一
状态的转换,需要指令开发,并进行执行监控.

PREA环与复杂系统的平行管理与控制理论存
在哲学上的一致性. PREA环与平行数字四胞胎可以
完美结合,平行数字四胞胎建立复杂系统管理控制
虚实结合的 4种状态,而 PREA环建立 4种状态之间
的转换,如图 4所示.

2.3 PREA环的平行框架及运行方式

PREA环与平行数字四胞胎是过程与状态的区
分,没有本质的差异,两者的结合才是复杂系统管理
与控制活动 “虚” 与 “实” 的完美呈现,缺少 PREA环
则没有了数字四胞胎的转换过程,没有数字四胞胎
对复杂系统的管理控制过程来说则缺少了阶段状态

的概念描述.
PREA环的平行框架包含 4种状态和 4种过程

以及状态与过程的管理控制、学习培训. 4种状态:
预测状态、引导状态、物理状态和描述状态, 4种过
程: 预测规划过程、计划指导过程、执行监控过程和
观察评估过程, 4种状态与 4种过程以 4类主体的
形式呈现: 预测规划主体、计划指导主体、执行监控
主体、观察评估主体.平行框架的管理与控制模块实
现对过程产品的管理控制,包括方案预案、计划、指
令、数据等等;学习与培训模块实现对 4类主体的管
理控制.

PREA环的平行运行方式可总结为多环嵌套,其
中基本环为 4种状态的依次转换:预测→引导→物
理→描述,嵌套环包括从描述状态至物理状态和引
导状态的两种转换:评估确认保持当前计划不变,继
续执行,构成从描述至物理的闭环;评估确认计划需
要改变,在改变计划后继续执行当前任务,构成从描
述至引导状态的闭环.

PREA环的平行构架与运行方式如图 5所示.
PREA环的平行框架的 4类主体是 4种状态和

过程集合体,各主体承载相应的状态转换与状态建
立的职能.
观察评估主体:观察评估主体以数据为驱动,观

察态势数据的变化,识别潜在的或已发生的事件,评
估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包括计划指令的适用性、方
案预案的适用性,为状态转换的决策活动提供依据.

图 4 PREA环与平行数字四胞胎

ww
w.
jc2
.or
g.c
n



278 指 挥 与 控 制 学 报 5卷

图 5 PREA环的平行框架与运行方式

预测规划主体:预测规划主体以事件为驱动,在
观察评估主体确认事件并确定转换决策后,预测规
划主体构想事件的处理预案,包括态势演化的预判、
概念的构想、方案预案的生成、方案预案的推演评估

等等,预测规划主体最终选择事件处理的方案预案.
计划指导主体:计划指导主体以方案为驱动,在

预测规划主体确定事件处理的方案预案后,计划指
导主体进行方案实施的规划活动,包括计划的生成、
计划的协同推演、计划指令的开发以及分发.计划指
导主体最终输出指令,以指导对物理存在改造的行
动,驱动态势向期望的方向演化.
执行监控主体:执行监控主体以指令为驱动,在

指令分发后,执行监控主体持续监控执行指令的行
动,包括计划进程监控、行动监控以及执行主体的状
态监控,所有监控活动根据实时监控数据进行行动
的修订或指令调整,保持计划能够得到充分的执行.

3 平行 PREA环的观察评估智能分析

平行 PREA环的观察评估是对物理世界的观察,
是对变化或潜在变化的评估. 观察评估以数据为驱
动,其中,数据包括战场态势数据、作战环境数据、兵
力兵器状态数据等等,在与物理世界的数据同步,且
观察发现变化或潜在的变化可能后,进行数据变化
的评估,评估变化可能的影响,包括对计划进程的影
响、对当前行动的影响、对后续行动的影响等,通过
评估,以确定状态转换的决策,或者持续当前的行动,
或者修订、调整计划,或终止行动,转入后续行动的
规划.

平行 PREA环观察评估的智能形态可定义为 3
类智能: 一是数据同步智能; 二是数据分析智能; 三
是评估转换智能.数据同步智能实现物理世界与平
行 PREA环描述状态的自动同步,包括自主选择同

步的时机、同步的数据内容、数据同步方式等. 数据
分析智能实现对同步数据的自主分析,包括数据趋
势分析、变化或潜在变化的分析、事件的识别等. 评
估转换智能实现对数据变化与事件的自主评估,以
及状态转换的自主选择,其中评估智能包括态势演
化评估、行动效果评估、能力变化的评估等,转换智
能体现在从描述状态向物理状态、引导状态或预测

状态的自主选择.
平行 PREA环的观察评估智能需要解决对物理

存在的描述问题、数据同步问题、数据变化的观察

识别以及评估问题,在技术上,需要对物理实体数字
孪生的建模技术、数据同步管理技术、态势评估技

术、事件与变化的识别分析技术等等.
平行 PREA环观察评估智能形态与技术需求如

图 6所示.

图 6 平行 PREA环的观察评估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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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行 PREA环的预测规划智能分析

平行 PREA环的预测规划活动以事件为驱动,
在描述智能确认事件后,预测规划建立事件处理的
方案预案,具体活动体现在 4个方面: 一是对事件的
预测判断,包括未来可能的演化和事件处理综合判
断的 SWOT模型 (优势、劣势、风险与机遇);二是事
件处理的构想概念,包括事件处理所期望的最终目
标状态构想、阶段目标构想;三是从当前状态至最终
目标状态实现的途径搜索,即方案预案库的建立;四
是方案选择,即从可行的方案预案中,搜索最佳方案,
确定从当前状态至最终目标状态实现的途径.
平行 PREA环的预测规划智能形态可定义为 4

个环节的智能:首先是预判智能,实现从事件识别到
自主产生处理事件的综合研判; 其次是意图构想智
能,实现对 (上级或宏观整体) 意图的理解和事件处
理目标自主勾画;第三是方案预案的生成智能,从自
主勾画的目标概念生成可行的演化途径,形成方案
预案库;第四是方案的推演与评估智能,通过计算实
验,实现从方案预案库中优化选择最佳方案.

平行 PREA环的预测规划智能需要解决事件处
理综合判断的 SWOT模型数据问题、目标构想问题、
方案预案生成问题、方案预案推演评估问题以及方

案选择问题等,在技术上,需要 SWOT分析技术、构
想目标概念的分析技术、方案预案的生成技术、方

案预案的推演评估技术以及方案优选技术等.
平行 PREA环预测规划智能形态与技术需求如

图 7所示.

图 7 平行 PREA环的预测规划智能

5 平行 PREA环的计划指导智能分析

平行 PREA环的计划指导活动由事件处理的方
案驱动,在预测规划智能主体确定事件处理的方案

后,计划指导开始方案的执行分解和指令开发,具体
活动包括 4个环节: 一是制定执行计划,包括兵力兵
器资源的分配、时域、空域、频域的管理规划以及各

种保障要素的计划制定等;二是组织协同,对所有兵
力兵器以及相关作战要素按计划进行推演分析,进
一步修订完善计划;三是指令开发,根据计划生成指
令;四是指令分发与指导,向执行对象分发执行指令,
并指导执行对象的相关活动.
与计划指导活动相对应,平行 PREA环的计划

指导智能呈现 4种形态: 一是计划的生成智能,包括
对方案的自动解析、对战场资源的自主分配、对各

类作战要素的自主规划等;二是自主协同,即通过计
划推演分析,实现相关执行对象在虚拟空间的自主
协同;三是指令自主开发,即依据计划自动生成相关
指令;四是指令的自动分发,即根据计划需求向执行
主体自动分发指令.
平行 PREA环计划指导智能需要解决的关键问

题是计划生成和协同问题,计划生成问题需要解决
核心的规划算法、各类作战要素的冲突检测与消除

算法; 在计划协同问题上,关键技术是计算推演,涉
及各执行主体在虚拟空间的协同.

平行 PREA环计划指导智能形态与技术需求如
图 8所示.

图 8 平行 PREA环的计划指导智能

6 平行 PREA环的执行监控智能分析

平行 PREA环的执行监控活动由指令驱动,在
指令分发至执行主体后,执行监控活动重点关注物
理域的相关变化,包括兵力兵器的状态变化、战场态
势的变化、作战环境的变化,主要活动有 4类: 一是
作战进程监控,即对计划执行实施整体监控,对偏离
计划的行动进行及时纠正,确保计划得到精确执行;
二是兵力及其行动监控,即对执行主体 —–兵力兵

ww
w.
jc2
.or
g.c
n



280 指 挥 与 控 制 学 报 5卷

器的状态及其行动实施监控,在兵力兵器状态或行
动与指令意图不相符时,及时进行修正;三是战场态
势监控,战场态势监控的方法当前态势的演化与计
划行动所期望的态势进行分析比较,目的是确保战
场态势向期望的目标态势演化; 四是作战环境的监
控,作战环境的监控是对作战环境数据的实时采集,
并根据环境数据修正调整作战行动,确保作战行动
的有效实施,作战环境监控内容包括陆、海、空、天、
电各维度空间的环境数据.
与执行监控活动相对应,平行 PREA环的执行

监控智能形态有 4类: 一是作战进程的自主监控,包
括作战进程节奏的自主控制、作战进程内容的自主

检测以及执行主体间的自主协同等; 二是兵力及其
行动的自主监控,兵力及其行动的自主监控关键是
指令意图的自主识别和行动自主控制,同时,也包括
兵力系统整体状态的自主维护和状态变化的自主控

制,确保兵力系统整体状态演化符合预期;三是战场
态势的自主监控,战场态势自主监控的关键是战场
态势变化与作战行动实施的自主反馈机制,作战行
动根据态势演化趋势自主控制行动实施的节奏和方

法, 达到态势向预期演化; 四是作战环境的自主监
控,即作战环境数据实时采集与作战行动之间的关
联机制,作战行动根据作战环境数据自主进行修订
或调整.
平行 PREA环执行监控智能需要解决作战进程

节奏与内容的自主控制、执行主体间的自主协同、从

指令执行意图的识别、兵力系统状态描述与监控维

护、态势演化与行动调整的反馈机制、作战环境变

化与作战行动修订的反馈机制等系列问题,在实现
其智能形成的技术支持上,需要提供作战进程的评
估、多主体的协同、意图识别、兵力系统描述、态势

演化分析技术以及态势与行动的关联分析技术等等.
平行 PREA环执行监控智能形态及技术需求如

图 9所示.

7 结论

PREA环源自海上合成编队作战体系的指挥控
制机理分析,与平行四胞胎概念建立在复杂系统的
管理控制基础之上有着相似的背景,如果用兵力系
统的 “尺度” 观念来度量,两者属于同一尺度空间的
概念,可以说,两者的结合是与生俱来的.

PREA环是从物理域到认知域,再从认知域返回
物理域的过程完整描述,而平行四胞胎则是从物理
域到认知域,再从认知域返回物理域 4种状态的描
述, 过程与状态的结合实现了平行 PREA环的完美
运行.这是本文的核心理念.
事实上, 平行 PREA环是平行军事体系概念的

核心要素[14−15],它解决平行军事体系指挥与控制活

动虚实结合的关键问题,由于 PREA环的适用范围
仅限于宏观尺度的兵力系统,对平行武器概念[16−19]

来说, PREA环有其局限性,在武器尺度上,其指挥控
制活动适用的基本理论即 OODA环,宏观尺度的兵
力系统与微观尺度的武器平台, 两者间是 PREA环
与 OODA环的嵌套运行关系,这是新的研究课题.

图 9 平行 PREA环的执行监控智能

平行智能本质上是智能活动从物理域到信息域,
从信息域到认知域,从认知域到社会的逐步转换过
程,其中信息域、认知域和社会域的活动主要在虚拟
空间展开,而物理域的活动以现实空间为依托,由此
实现了虚拟结合的平行智能.这一基本原理对任何
领域的活动来说,都具有普遍适用性,无论是军事领
域的指挥控制活动[20−22]、情报活动[23]、网电行动[24],
还是经济领域的区块链概念[25],或者复杂系统的管
理与控制活动[26−28]. 因此,平行智能,不仅仅是最初
的嵌入式仿真手段,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哲学思维.
本文提出 PREA环与平行理论的结合也是遵循

这种思维的哲学原理: 以观察评估活动建立从物理
体系到描述体系的数据驱动,以筹划活动建立从描
述体系到预测体系的事件驱动,以组织计划准备建
立从预测体系到引导体系的方案驱动,以执行监控
活动建立从引导体系至物理体系的指令驱动方案,
根据数据驱动、事件驱动、方案驱动和指令驱动定

义 PREA环的观察评估智能、预测规划智能、计划
指导智能和执行监控智能概念.
实现 PREA环的平行智能，既可以是一个非常

艰难且漫长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立竿见影的过程,
尽管这两句话互相矛盾,但具有哲学意义上的统一
性. 立竿见影的 PREA环平行智能是人在回路的平
行 PREA环,在筹划、准备、执行、评估环节, 都由
主体 —–人来主导各个环节的活动,这是当前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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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可以说立竿见影,而真正意义上的 PREA环平行
智能实现各个环节的智能主导, 无人回路, 则不仅
仅需要智能技术的高度发展,还有社会伦理的转变,
比如对智能技术的绝对信任、让智能技术主导未来

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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