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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飞机编队自主作战能力的若干思考

费爱国 1 张陆游 1 董洪乐 1

摘 要 从使命任务、作战样式转变、当前武器装备能力现状、未来航空技术发展趋势等角度分析了发展飞机编队自主作战

能力的军事需求;给出了提升飞机编队自主空战能力的技术发展方向,需要从信息获取和融合、自主引导、编队协同、智能决
策等方面提升飞机编队自主空战能力,并具体说明了其技术内涵;提出了提升飞机编队自主作战能力的 3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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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military requirements for the autonomous combat capability of aircraft formations from the per-
spectives of missions, combat style transformation, current status of weaponry and equipment capabilities, and future avi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rends. Then, technical development directions to enhance the autonomous combat capabilities of aircraft formations are
proposed, improving the autonomous air combat capability of aircraft forma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in-
tegration, autonomous guidance, formation coordination,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It also specifies the technical connotation.
Finally, three suggestions are given to improve the autonomous air combat capability of aircraft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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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条件下的空战是敌对双方作战平台在各

自的地面指挥所、空中预警指挥机、电子干扰机等

信息和火力支援下在空中进行的多机种、多机群协

同战斗行动.图 1是网络化空战的示意图. 网络化的
作战结构可提高信息共享水平,增强态势感知能力,
加快指挥决策速度,从而极大提高作战效能,缩短战
斗进程.
随着我军使命任务由国土防空向远程远海转变,

提升飞机编队自主空战能力是必然选择.

1 挑战和问题

提升飞行编队自主空战能力面临以下挑战

和问题:
1)使命任务: “国土防空” 向 “空天一体、攻防兼

备” 型战略转型,未来远程作战/训练将成为常态.
①南海问题.行使主权要跨越南北数千公里纵

深以上.
②东海问题.抵达第二岛链需要东西横跨数千

公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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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印边界问题.中印边界属于高原荒漠地区,
部署地面信息保障设施很困难.
为有效履行我军使命任务,需要飞机具有强大

的自主作战能力.
2)作战样式转变: 飞机编队自主空战将是未来

航空兵作战的主要样式.
随着新一代作战飞机、机载武器、机载通信等

装备的立项研制,将使作战飞机平台嵌入强大的指
挥、控制、通信、计算机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
成为分布式空战系统中的强节点. 飞机编队自主空
战将是未来航空兵作战的主要作战样式[1−2].

3)当前装备能力现状: 现役飞机需要依托指挥
所进行信息保障,自主作战能力有待提高.

4)未来航空技术发展趋势: 航空技术的发展为
飞机编队自主作战提供了物质基础.
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新一代作战飞机传感器、

机载武器和机载通信装备在信息获取能力、攻击

范围、信息传输容量等方面已大幅提升. 以俄罗
斯苏 -35飞机为例,该飞机装备数据通信终端与 “决
斗” 系统,可实现自动信息收集、目标自动分配等编
队协同自动化,编队成员之间能够迅速达成战场态
势统一、信息共享、行动决策,飞机编队已具备一定
的自主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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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化空中作战示意图

图 2 多平台传感器组网探测与数据融合

2 飞机编队自主作战关键技术

飞机编队自主作战提升需要在充分利用编队内

各种传感器、武器、通信等各类作战资源的基础上,
重点突破信息获取和融合、自主引导、编队协同、智

能决策等关键技术,使得飞机编队形成一个小的 “作
战体系”, 从而为飞机编队自主作战赋能.

2.1 信息获取和融合

2.1.1 单平台多源情报获取和融合

目前单一平台装备的传感器类型和数量逐步增

加,如火控雷达、红外搜索跟踪、ESM装备、激光探
测装置、电视探测装置、通信导航识别传感器. 进
行机载多传感器的数据融合,可实现对多个传感器
探测信息的综合、分析和处理,达到资源共享,功能、
性能相互弥补,得到目标状态、属性等精确战场态

势信息,取得传统单平台单传感器无法完成的功能
和效果[3] .

2.1.2 多平台传感器组网数据融合

来源于不同作战平台不同传感器的战场信息对

作战起到了信息倍增的效果,但同时,多源信息的冗
余和数据的时空不同步等特性也给信息的作战应用

带来了一定的麻烦[4−5]. 要想得到精确、统一、唯一
和完备的战场信息,必须进行多平台信息融合处理.
图 2是多平台传感器组网探测与数据融合示意图.
多平台传感器组网探测与数据融合涉及的关键技术:

1)多平台传感器管理.
2)多平台数据的时空配准.
3)多平台航迹相关.
4)多目标属性信息与状态信息的相关匹配.
5)多目标属性融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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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主引导

根据飞机/武器性能以及态势,实现航迹规划和
自主引导,能够控制飞机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航
向进入指定固定点或相对于空中目标的给定点[6−8].
自主引导要实现以下功能:

1)建立飞机运动轨迹,包括编队飞行时的轨迹.
2)根据燃油储量、给定的任务和飞机的状态,确

定飞行的最优航迹规划.
3)实现歼击机控制的自动化,使飞机能够高精

度地进入和退出.
4)实现飞行控制的自动化,减轻飞行员的工作

负担,保证飞行剖面的优化和提高航空武器装备的
作战能力.
自主飞行引导实现面临的技术难题:
1)飞控 (高度、速度、航向、油门杆的控制)算法

非常复杂.
2)对程序各航段进行切换时涉及的逻辑运算量

大,控制律比较和选择运算量大.
3)在形成给定的航迹参数和控制信号时,计算

精度要求高.
4)算法和设备的抗干扰能力要求高.
5)完成自主引导飞机机动时,防止飞机相撞和

超出极限,保证飞行安全.

2.3 编队协同

编队行动通常是指两架或更多架飞机按照总的

计划为达到一个目的进行的联合飞行. 既包括基于
复杂作战任务的作战、保障等多种机型组成的大型

编队行动,也包括由多架战斗机组成的小编队行动.
编队行动需通过数据通信或话音进行信息协同、任

务协同、火力协同、干扰协同.

2.3.1 信息协同

编队成员按照各自承担的角色,自动交换飞行
数据、武器状态、探测目标等信息.每个作战平台除
掌握本机看到的目标和自身状态外,还能获知友机
以及整个编队的情况参战各平台之间变成了一个真

正的整体[9] . 未来要基于大容量机载通信终端实现
编队火控级态势共享.信息协同涉及的关键技术包
括大容量高速通信技术、高动态自组网技术、智能

信息分发与服务技术等.

2.3.2 任务协同

编队长机根据执行的任务要求、目标重要性、威

胁排序和敌我编队的作战能力、战术位置等情况,及
时给出任务分配建议,飞行员确认后分发给僚机执
行.任务协同涉及作战规则和经验的数字化实现、目
标威胁估计、编队作战能力计算、目标分配的原则

和方法等关键技术[10−11].

2.3.3 火力协同

在攻击阶段,编队飞机在长机的统一指挥下,分
工合作、互相支持、密切协同,使用各机携带的武器,
以最合理的火力分配,最合适的攻击和机动方式,最
有效地消灭敌机,保存自己[12]. 火力协同的基本过程
包括协同搜索、协同跟踪、协同占位、协同制导等.

2.3.4 干扰协同

干扰协同是指不同飞机平台间通过组网交互载

机和威胁目标的信息,合理分配干扰资源,以最大限
度地降低敌机雷达跟踪和导弹攻击的效能[13]. 在空
战中,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应当协调编队飞机干
扰资源的使用,破坏敌方的情报收集和导弹攻击.干
扰协同主要有两种模式:

1)多机协同自卫干扰模式.
2)多机协同支援干扰模式.

2.4 智能决策

当前,世界上已有 70多个国家的军队在发展无
人化系统平台.其中,美军已经拥有 8 00多个空中无
人系统,地面无人系统更是超过 1.5万个,这些系统
已经成为美军行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
年 6月,美军空战 Alpha对战人类顶尖飞行员,以绝
对优势获胜.空战 Alpha通过传感器搜集信息,然后
作出正确反应,整个过程小于 1 ms,在空战格斗中快
速协调战术计划的速度比人快 250倍,而空战 Alpha
的硬件成本仅需 500美元[14]. 图 3为空战 Alpha项
目中的人机对抗画面.

图 3 空战 Alpha项目中的人机对抗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为研究空战智能决策问题

提供了新动力、新思路,人工智能技术将推动空战样
式从信息化空战向智能化空战转变,最终实现飞机
自主空战[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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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深化基于信息的空中自主作战应用技术研究.
飞机自主作战与机载武器系统性能、战术战法、机

载通信装备性能,以及飞行员操作紧密相关,建议针
对不同机型机载传感器、武器以及通信装备的性能,
从协同作战模式、决策控制方法、装备改进研制以

及协同作战原则 4个方面,全面深化飞机自主作战
应用技术研究,逐步形成高效的编队自主作战能力.
并以此为基础,完善机载通信及飞机航电系统改进
需求,牵引后续航空装备改进和立项研制工作.

2)以机载通信装备建设为抓手,分阶段构建飞
机自主作战能力. 要兼顾时间成本和军事效益,在开
展现役机载通信改进以及后续新型机载通信研制过

程中,不断嵌入和形成飞机自主空战能力.
3)以系统工程学的方法狠抓飞机自主空战能力

建设. 飞机自主空战能力建设除了与机载通信系统
密切相关外,还必须同步提升飞机平台的目标探测、
飞行引导、信息融合和编队协同、智能决策等技术

能力,这涉及到机载通信、机载传感器、机载武器、
机载火控系统、机载电子战系统以及飞机平台的改

进升级,需要军方各装备主管部门、军方研究所、中
航集团、中电集团等多家单位的密切配合.各单位只
有打破原有专业壁垒,齐心协力,精诚合作,才能把
飞机编队自主作战能力建设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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