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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作战体系关键目标打击筹划研究

杨国利 1 李云龙 1 王宁 2

摘 要 网络化作战体系以信息流和逻辑流为纽带,以网络为中心涵盖侦察预警、指挥控制、防空反导、火力打击、信息攻击、
综合保障等多个作战要素.研究通过多层异质网络将作战目标、关联结构和运行机理进行有机融合,用以解决关键目标的打击
筹划问题.鉴于网络化作战体系相互关联整体联动、不同节点彼此依赖,打击某个节点可能导致其他节点的连锁反应,为实现
最大打击效益需在节点打击过程中充分考虑节点级联失效和武器突防代价,科学设计打击节点的先后顺序和组合问题.通过网
络化作战体系将作战目标保障与运筹优化理论有机结合,为联合作战目标打击筹划提供理论指导和计算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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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tworked operation system of systems contains the operation elements of reconnaissance, command and control, defense,
strike and support, which is bonded by the information flow and logic flow. On multi-layered heterogeneous networks, targets, links and
mechanisms are considered in the attack planning for key targets. Due to the facts that the whole system works as a unity and different
nodes are dependent on each other, attacking a single node will cause a large-scale cascade failure. In order to obtain the maximum of
operation benefits and reduce the cost in the course of actions, attack planning should be made to design the attack order and targets
combination.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key targets with optimization theory, which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attack planning for key
targets in the decision making of op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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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演进, 作战体系日
益呈现网络化特征,各个目标通过逻辑流和信息流
进行有机关联形成多层异质复杂网络,实现联合聚
能、整体释能[1−3]. 鉴于网络化作战体系节点众多、
功能各异、关联复杂,进行精确科学的目标打击筹划
需要在单个目标特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升华,从整
体出发认识体系,围绕作战任务进行目标选择,立足
作战效益组织打击筹划[4] .
为实现作战目的,目标保障需要紧紧抓住 “打什

么、怎么打” 这一指挥员最关注的问题,着眼体系破
击、权衡利弊、精打要害, 力争以小的代价换取大
的战果.其中 “打什么”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精确目
标选择[5−6], 而 “怎么打” 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
打击筹划[7] . 鉴于不同目标在不同任务中发挥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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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作用,一些目标在某些任务中地位重要,但在另
外一些任务中可能无足轻重,因此,需要面向具体任
务选择打击目标.另外,目标与目标之间存在复杂的
关联关系,打击某个目标可能会引起其他目标的能
力发生变化,导致级联失效,进而影响打击效果,因
此,进行打击筹划需要全面考虑目标打击顺序和力
量协同.
关于各种群体、组织、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挖掘研

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8−10], 主要体现在两
方面. 一是从运筹优化的角度出发, Kempe、Goyal、
Chen等人运用贪婪算法、进化算法等求解能
够造出大规模级联失效的关键节点集合[11], 特别
是针对网络关系的不确定性和网络规模的可扩展

性做出了深入研究[12−13]. 二是从体系重心的角度
出发, Kitsak、Lü等人通过设计各类启发式指标,
例如中心度、介数、特征值、K-shell、PageRank、
HITS 等[14−15], 来刻画体系中的关键节点. 基于
这两类方法衍生出许多经典的目标选择理论, 包
括工业网理论、五环目标理论、重心理论等 [16−17].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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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越来越多的实际情况表明,一些选择的关键节点
由于现有兵器能力不足或当前打击资源有限而不能

实施有效破击,因此,在开展目标保障研究中不仅需
要考虑选择哪些目标进行打击的问题,而且还需考
虑如何运用现有资源开展打击筹划的问题.
基于网络化作战体系进行关键目标打击筹划的

核心问题就是立足现有打击兵器如何通过设计打击

顺序和打击组合来实现打击代价的最小化. 众所周
知,在网络化作战体系中各个节点能力的有效发挥
依赖其他相关联节点为其提供的信息支撑、资源保

障和防御力量[6] . 针对网络化作战体系展现出多层
异质特性,进行关键目标打击筹划首先需要构建多
层异质网络明确系统组成、节点关系和运行机理;然
后针对关键目标开展打击可行性分析,立足目标突
防计算目标打击顺序对弹量消耗的影响; 最后根据
现有资源约束,对打击目标进行合理组合,最终提出
最优打击方案实现打击代价最小化.

1 目标体系构建

作战体系通常由作战系统、作战要素和作战单

元, 按照一定的指挥关系、组织架构和运行方式构
成,并在一定环境中实现特定作战功能的有机整体.
实际情况下的目标体系有多种划分,按敌我性质可
分为打击类目标和防卫类目标; 按部署方式可分为
固定类目标和移动类目标,按功能类别可分为政治、
经济、军事、民生类目标等.对于交通 (例如桥梁、隧
道、车站等)、电力 (例如发电厂、变电站等)、油气
(例如炼油厂、供气站等)、工厂 (例如造船厂、汽车厂
等)、机关 (例如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等)等政治、经
济、民生类目标,其对作战行动的影响十分巨大,但
又难以定量定性刻画,因此,本研究暂不考虑这些目
标,而是聚焦于与作战行动直接相关的目标,以网络
化形式展现其组成结构和运行机理,为开展打击筹

划提供数据基础.
具体而言, 进行网络化目标体系构建需从系统

论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目标个体的物理特性和目
标之间的相互作用. 为全面展现目标体系的 “整体
性、特殊性、关联性、动态性” [16],其构建过程需要
按照 “先目标组成, 后结构关联, 再运行机理” 的步
骤实施.

1.1 目标体系组成

根据目标功能特性, 典型目标体系通常可以分
为:侦察预警系统 (R)、指挥控制系统 (C)、防空反导
系统 (D)、火力打击系统 (F)、网电攻击系统 (I) 和综
合保障系统 (S) 6类. 其中,侦察预警系统主要由各
类固定、机动侦察预警力量和与其相配套的设施构

成; 指挥控制系统主要包括各类指挥机构和指挥通
信网络等;防空反导系统主要由海上、陆上、空中各
种防空反导设施、装备和力量组成;火力打击系统主
要由地面、海上、空中和太空各类作战飞机、舰艇等

火力平台构成;网电攻击系统主要包括通信干扰、电
子对抗、雷达干扰、网络攻防力量等;综合保障系统
主要由直接服务于作战的油料、弹药、军械仓库和

维修库组成.

1.2 网络结构关联

体系结构决定体系功能,目标与目标之间结构
关联是网络化作战体系的核心内容,能够实现个体
特性和整体功能的耦合.基于 FINC模型[2,18],本研
究将作战体系中目标关系明确为以下 5类: 上报关
系源于侦察预警目标,指控关系源于指挥控制目标,
防护关系源于防空反导目标,保障关系源于综合保
障目标,协同关系关联各种同类目标.上述 5种关系
将目标体系通过信息流和逻辑流交织在统一的时空

维度中,进而形成要素完整、功能齐全的多层异质网
络,如图 1所示[6] .

图 1 网络化作战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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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 5种关系是网络化目标体
系中目标与目标之间的典型关系,其表现形式可以
为通过通信链路传输的信息流,例如侦察预警目标
捕获情报信息,通过光纤、微波等通信手段,上报至
指挥控制节点,形成上报关系; 而又有一些关系,其
存在不依赖信息流的作用而是基于特定规则的逻辑

关联,例如地空导弹阵地对某机场的防护关系,二者
之间没有信息链路,但是二者之间存在潜在的逻辑
关联.

1.3 体系运行机理

从传感器到发射器的 OODA (侦察、聚焦、决
策、行动) 链路是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作战的核心,
其中侦察预警目标是体系有效运行的前提和基础,
是指挥决策和部队行动的重要依据; 指挥控制目标
是作战体系支配和协调其他系统运行的中枢,是决
定作战进程和结局的核心环节; 防空反导和综合保
障目标是体系免于打击和生存延续的重要支撑,是
持续作战的有力保证; 火力打击和网电攻击目标是
转化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为力量优势的主要抓手,
是发挥武器效能的直接手段. 体系整体能力的发挥
依赖 “侦察决策防护保障打击” 链路的完整性,如图
2所示.

2 目标突防分析

基于网络化作战体系,对于给定的关键节点打
击目标清单,如何立足现有打击武器进行目标突防,
尽可能地降低作战代价、提高作战效益是目标保障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鉴于侦察预警、防空反导、火
力打击、网电对抗等防御手段对来袭打击武器可能

造成不同程度的软硬杀伤,对所选定的打击目标,需
充分考虑打击路径上的防御力量,并将其列入打击
对象综合筹划、逐个破击,才能有效实现作战意图,

降低打击代价.
对于所选定的目标和相关联的防御力量, 以什

么样的顺序进行打击,最终突防成功率是不一样的,
所产生的代价成本是不同的,对作战行动甚至作战
全局所产生效益也是不同的. 进行目标突防分析,需
重点考虑将那些毁瘫后能对其他目标造成连带影响

或级联失效的目标作为优先打击对象,从而能够有
效降低打击代价.
网络化作战体系中各个目标之间通过一系列关

系将信息和功能进行耦合,实现 OODA链路的闭环.
以图 3所示的目标突防示例中,在打击目标 F 过程
中,侦察预警目标 R能够及时发现来袭武器,并将其
上报至指挥控制目标 C1,经过信息融合和决策部署,
指挥控制目标 C2组织防空反导目标 D对来袭武器
实施防御拦截. 因此在对目标 F实施打击的过程中,
需要充分考虑目标 R、C、D对其打击效益的影响.

1)先打击 R,后打击 F :能够造成侦察预警信息
的缺失,进而无法进行相应的指挥决策,导致防空反
导目标不能有效展开实施拦截,最终目标 F 得不到
防护而被摧毁.

2)先打击 D,后打击 F: 侦察预警信息经C1、C2
融合决策,防空反导目标 D对来袭武器实施拦截直
至其被摧毁,最终目标 F 在 D遭受打击之后得不到
防护而被摧毁.

3)先打击 C,后打击 F: 侦察预警信息经 C1融
合决策,但由于 C2遭到打击而无法传递至防空反导
目标 D,进而不能有效展开实施拦截,最终目标 F 得
不到防护而被摧毁.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同类目标,彼此之间存在相

互协同、相互配合的关系.例如防空反导目标中的中
段拦截武器、末端高空拦截武器和末端低空拦截武

器之间形成一段两层式或两段三层式拦截网络,打
击顺序不同打击效益也大不相同.另外,对于不同类

图 2 网络化作战体系运行机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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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目标突防分析示意图

的目标,在网络化体系中存在一些目标对于其他目
标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打击顺序不同也会导致打
击效益的差别,例如侦察预警目标对防空反导目标
的信息支援作用有助于其及时进入打击状态最大发

挥防护效能.
综上所述, 考虑到目标本身的特性以及目标之

间的关系,打击武器对于不同的打击目标所付出的
代价是不一样的,在有防护条件下对目标实施打击
和无防护条件下的打击所需的耗弹量也大不一样.
尽管都是针对同一目标 (即目标 F)实施突防,上述 3
种打击方案由于打击顺序、打击目标的不同导致不

同的作战效费比. 因此在可行打击目标清单中,需要
统一纳入所选定目标相关联的防御、指控、预警目

标等,最后根据弹量消耗量的多少对不同的打击方
案进行优选排序.

3 目标组合优化

鉴于可行打击目标清单中可能包含多个需要打

击的目标,而每个目标又有大量与其关联的防御力
量,因此,需要通过打击目标协同解决多个可行打击
目标之间的打击顺序和组合优化问题.理想条件下
(即具有足够数量与目标匹配的打击武器与弹量),对
所有选定目标同时并行实施打击即可实现作战意图,
但是由于弹目匹配约束和武器数量的限制,现实情
况下不可能做到多个目标同时打击.因此,对于需要

打击的关键目标集合以及与其相关联的防御、指控、

预警目标,需在弹目匹配和现有武器数量的约束下,
根据弹量消耗总量来对打击方案进行优化排序.通
过打击目标组合优化能够有效利用目标在网络化体

系中的级联失效作用,降低代价成本,提升作战效益.

Min
∑
t,i, j

c(t, i, j)

s.t. m(i, j) = 1
∑
j

c(t, i, j) ≤ Ci

其中, c(t, i, j) 为在第 t波次内使用武器 i 打击第 j 个
目标的弹量消耗, m(i, j) 为弹目匹配函数, m(i, j) = 1
意味着二者匹配, Ci 为单位波次内武器 i的最大可用
数量. 求解上述优化问题即可获得目标打击协同表,
例如在表 3所示的目标打击协同示例中可以看出,为
实现作战意图需要打击 Ti, T j和 Tk 3个目标,而这
些目标相关联的防御、指控、预警目标有 T1,T2,T3,
· · ·, T7.对于 Ti, T j和 Tk这 3个目标,其各自涉及的
目标打击顺序为:

1) T1.→ T2.→ T3.→ Ti
2) T4.→ T5.→ T2.→ T6.→ T j
3) T4.→ T5.→ T7.→ Tk

其中,T2为 Ti和 T j共同关联目标, T4、T5为 T j和
Tk共同关联的目标.根据目标打击协同表,打击目标
T5需要 T4都被打击之后才能进行,而 T1与 T4、T5
之间不存在顺序约束关系, 可并行实施, 当且仅当
T1、T4、T5都被打击之后才能对 T2、T7实施打击.
另外,各个目标对应的打击武器 (W1,W2,W3)需符
合弹目匹配和武器数量的约束.

表 1 目标打击协同表

其他关联目标 关键打击目标

W1→ T1
W1→ T2

W1→ T3 W1→ Ti

W2→ T4 W3→ T5
W3→ T6 W2→ T j

W2→ T7 W3→ Tk

4 案例分析研究

本研究针对假定作战体系进行网络化模型构建,
并选定关键目标开展打击筹划. 在该典型目标体系
中,共有主要目标 19个,其中指挥控制目标 4个,侦
察预警目标 7个,防空反导目标 6个,火力打击目标
2个.各个目标之间的关联关系和能力作用范围如图
4所示.在该作战体系中,指挥控制目标C2为联合指
挥中枢,其接收情报指控中心 C0的战场信息,并对
反导指控中心C1和打击指控中心C3进行指挥控制.
侦察预警目标R0、R1、R2,· · · , R6等将战场态势汇聚
于 C0进行情报融合.反导指控中心 C1对中段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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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D0、末端高层反导目标 D1和末端低层反导目
标 D2、D3、D4、D5等进行指挥控制,其中 D0可为
C0、C1、C2、C3、R0、R1、R3、D1、D2、D3、D4、D5、
F0、 F1 等目标实施中段防御拦截; D1 可为
C0、C1、C2、C3、R0、R1、R3、D3、D4、D5、F1
等目标实施末端高层防御拦截; D2可为 F0, D3可为
R3,D4可为 C2、F1, D5可为 C0提供末端低层防御
拦截. 打击指控中心 C3对火力打击目标 F0、F1进
行指挥控制.

图 4 网络化作战体系结构与能力示意图

4.1 目标 FFF0打击筹划

针对某作战任务, 需要对关键目标 F0开展打
击筹划. 考虑到其相关联的目标在网络化作战体

系 OODA中可为其提供预警信息、反导防御和决
策支持,故需要将这些目标统一纳入打击清单开展
打击筹划, 力争用最小的弹量消耗取得毁伤 F0的
目的. 由图 5可以看出对于打击 F0,侦察预警类目
标 R0、R2、R3和 R6为其提供预警信息,防空反导
类目标 D0和 D2为其提供防御拦截, 指挥控制类
C0、C1、C2为其提供决策支持.

图 5 打击目标 F0涉及的关联目标示意图

根据打击武器和打击目标之间的弹目匹配关系,
选定适宜性打击武器,自西北方向,以 1 000 m/s的速
度向 F0实施打击,各个关联目标为其提供的预警、
反导、决策支持情况如表 2所示 (表中相关性能参数
皆为假定数据).由此可见,各个目标性能的发挥依赖
于 “从情报到决策再到打击” 链条的完整性,进行体
系破击必须组织开展科学的打击筹划,选取合适的
目标按照特定的顺序实施打击,以实现打击效益的
最大化.
在此案例中, 假设各个目标的毁伤要求设置为

中度毁伤, 其中侦察预警类目标需消耗弹量 1 枚,
防空反导类目标需消耗弹量 1枚,指挥控制类目标
需消耗弹量 30枚, 火力打击类目标需消耗弹量 10
枚. 按照上述提出的打击目标协同方法, 本研究在
弹目匹配和现有武器数量的约束下,对 F0相关联的
R0、R2、R3、R6、D0、D2等目标进行打击顺序和协
同的优化求解, 共获得 9 000余种打击方案,如表 3
简要所示. 其中,方案 0: 不先行打击关联目标,直接
打击 F0,消耗弹量 25枚;方案 1:先打击 D2,后打击
F0,消耗弹量 23枚; 方案 2: 先打击 D0,后打击 F0,
消耗弹量 22枚等.
鉴于各个目标之间彼此关联, 打击侦察预警类

目标、防空反导类目标、指挥控制类目标所带来的

www.jc
2.o

rg.
cn



152 指 挥 与 控 制 学 报 6卷

表 2 F0关联目标性能表

侦察预警目标

R0 探测距离: 300 km 预警时间: 180 s

R2 探测距离: 800 km 预警时间: 607 s

R3 探测距离: 1 200 km 预警时间: 1 199 s

R6 探测距离: 500 km 预警时间: 171 s

指挥控制目标

C0 决策时延: 120 s OODA链路连通节点

C1 决策时延: 120 s OODA链路连通节点

C2 决策时延: 120 s OODA链路连通节点

防空反导目标
D0 拦截距离: 600 km 响应时间: 300 s 单次拦截弹数: 8 拦截成功概率: 0.75

D2 拦截距离: 50 km 响应时间: 300 s 单次拦截弹数: 16 拦截成功概率: 0.5

表 3 F0目标打击方案表

方案序号 第 1波次 第 2波次 第 3波次 · · · 第 N波次 弹量总消耗

0 \ \ \ \ F0(25) 25

1 D2(7) \ \ \ F0(16) 23

2 D0(4) \ \ \ F0(18) 22

3 D0(3) D2(5) \ \ \ F0(10) 18

最优方案 DDD0(4) DDD2(2) \ \ FFF0(10) 16

5 D2(7) D0(4) \ \ F0(1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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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F0打击方案与弹量消耗对应关系图

影响不尽相同.各个方案对应的序号和弹量消耗对
应关系如图 6所示,可见打击不同的关联目标,以不
同的打击顺序、按不同的组合进行打击,会造成很
大的打击成本差异, 弹量消耗成本在 16枚 ∼43枚
之间波动,最优打击策略为第 4方案,其弹量消耗仅
为16枚.
对于最优打击方案 (图 7),其首先在第 1波次打

击目标 D0,消耗弹量 4枚,削弱目标体系中段拦截
能力; 尔后在第 2波次打击目标 D2,消耗弹量 2枚,
削弱其末端低空拦截能力; 最后在没有防御拦截的
条件下, 打击 F0,只需消耗弹量 10枚, 即可实现作
战意图,且整体打击代价最低,整个过程仅需消耗弹
量16枚.

4.2 目标 FFF1打击筹划

针对某作战任务, 需要对关键目标 F1开展打
击筹划. 考虑到其相关联的目标在网络化作战体系
OODA 中可为其提供预警信息、反导防御和决策
支持, 图 8可以看出对于打击 F1,侦察预警类目标
R1、R2、R3和 R4为其提供预警信息,防空反导类
目标 D0、D1和 D4为其提供防御拦截,指挥控制类
C0、C1、C2为其提供决策支持.

根据打击武器和打击目标之间的弹目匹配关系,
选定适宜性打击武器,自西北方向,以 1 000 m/s的速
度向 F1实施打击,各个关联目标为其提供的预警、
反导、决策支持情况如表 4所示 (表中相关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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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为假定数据).由此可见,各个目标性能的发挥依赖
于 “从情报到决策再到打击” 链条的完整性,进行体
系破击必须组织开展科学的打击筹划,选取合适的
目标按照特定的顺序实施打击,以实现打击效益的

最大化.
在此案例中, 按照上述提出的打击目标协同

方法,本研究在弹目匹配和现有武器数量的约束下,
对 F1相关联的R1、R2、R3、R4、D0、D1、D4等目标

图 7 目标 F0最优打击方案示意图

表 4 F1关联目标性能表

侦察预警目标

R1 探测距离: 300 km 预警时间: 242 s

R2 探测距离: 800 km 预警时间: 688 s

R3 探测距离: 1 200 km 预警时间: 1 433 s

R4 探测距离: 800 km 预警时间: 445 s

指挥控制目标

C0 决策时延: 120 s OODA链路连通节点

C1 决策时延: 120 s OODA链路连通节点

C2 决策时延: 120 s OODA链路连通节点

防空反导目标

D0 拦截距离: 600 km 响应时间: 300 s 单次拦截弹数: 8 拦截成功概率: 0.75

D1 拦截距离: 250 km 响应时间: 300 s 单次拦截弹数: 8 拦截成功概率: 0.75

D4 拦截距离: 50 km 响应时间: 300 s 单次拦截弹数: 16 拦截成功概率: 0.5

www.jc
2.o

rg.
cn



154 指 挥 与 控 制 学 报 6卷

进行打击顺序和协同的优化求解,共获得 90000余
种打击方案,如表 5所示. 其中,方案 0: 不先行打击
关联目标,直接打击 F1,消耗弹量 31枚; 方案 1: 先
打击 D0,后打击 F1,消耗弹量 29枚;方案 2:先打击
D1,后打击 F1,消耗弹量 33枚; 方案 3: 先打击 D4,
后打击 F1,消耗弹量 35枚等.

各个方案对应的序号和弹量消耗对应关系如图

9所示,可见打击不同的关联目标,以不同的打击顺
序、按不同的组合进行打击,会造成很大的打击成本
差异,弹量消耗成本在 20枚 ∼60余枚之间波动,最
优打击策略为第 15方案,其弹量消耗仅为 20枚.
对于最优打击方案 (图 10),其首先在第 1波次

打击目标 D0,消耗弹量 4枚,削弱目标体系中段拦截
能力; 尔后在第 2波次打击目标 D1,消耗弹量 4枚,
削弱其末端高空拦截能力; 尔后在第 3波次打击目
标 D4,消耗弹量 2枚,削弱其末端低空拦截能力;最
后在没有防御拦截的条件下,打击 F1,只需消耗弹量
10枚,即可实现作战意图,且整体打击代价最低,整

图 8 打击目标 F1涉及的关联目标示意图

表 5 F1目标打击方案表

方案序号 第 1波次 第 2波次 第 3波次 · · · 第 N波次 弹量总消耗

0 \ \ \ \ F1(31) 31

1 D0(5) \ \ \ F1(24) 29

2 D1(9) \ \ \ F1(24) 33

3 D4(12) \ \ \ F1(23) 35

4 D1(7) D4(8) \ \ \ F1(17) 32

5 D0(3) D4(10) \ \ \ F1(17) 30

6 D0(4) D1(8) \ \ \ F1(19) 31

7 D0(3) D1(5) D4(6) \ \ \ F1(10) 24

8 D1(9) D4(7) \ \ F1(17) 33

9 D4(12) D1(10) \ \ F1(16) 38

10 D0(4) D4(7) \ \ F1(16) 28

11 D4(12) D0(4) \ \ F1(17) 33

12 D0(4) D1(4) \ \ F1(18) 26

13 D1(10) D0(4) \ \ F1(18) 32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最最优优优方方方案案案 DDD0(4) DDD1(4) DDD4(2) \ FFF1(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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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F1打击方案与弹量消耗对应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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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目标 F1最优打击方案示意图

个过程仅需消耗弹量 20枚.
综合上述分别打击 F0和 F1两个案例可见,在

网络化作战体系中,关键目标的打击筹划必须紧紧
围绕进攻武器、打击路径和关联目标开展,以最小化
弹量消耗为目的,在不同的打击顺序和组合中优选
最佳方案.

5 结论

本研究立足作战任务,构建网络化作战体系模
型,突出目标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体系整体运行
机理. 针对特定时间、特定地域、特定环境下的具体
任务,本研究通过选取满足作战任务需求的可行打

击目标,针对打击目标制约、打击手段有限、打击条
件受限的实际情况,通过打击弹目匹配、目标突防分
析和打击目标协同,求解最优打击方案,为 “怎么打”
这一关键问题提供量化手段.
本研究将目标选择和打击筹划统一在网络化作

战体系框架下,以打击必要性和打击可行性为牵引,
以定量计算和优化求解为手段,很好地阐释了作战
研究 “精算、深算、细算” 的本质. 需要指出的是,战
争条件下对方作战体系的构成、关联和运行机理建

模必须依赖情报支援,而其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如何提升本方法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有效性和通
用性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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