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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克战概念分析和未来陆战场网信体系及其

智能对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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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类逐步迈入 “智能 +” 时代,信息与智能技术催生的战争正呈现出物理、网络和社会系统虚实互动、协同共生
的发展态势.对 “马赛克战” 概念进行了详细分析,从应对 “马赛克战” 概念威胁挑战出发,以 “三战合一” 为牵引,以平行智能为
核心基础,从复杂性科学、系统科学角度着手,提出了涵盖 “云、网、边、群” 的陆战场平行智能网络信息体系架构,并着重对体
系层指挥与控制、认知域情报博弈等关键领域的智能对抗提出了解决思路,为未来网络信息体系建设,特别是指挥控制、情报
博弈的智能对抗发展提供了启示思考与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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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Analysis of Mosaic Warfare and Systems of Network-Information Systems for

Intelligent Countermeasures and Future Land Batt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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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human beings step into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plus”, the war generated by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s
show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hysical, cyber and social system interaction and co-existence.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Mosaic
Warfare” is analyzed in detail.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Mosaic Warfare” threat challenge, taken contemporary mixed wars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s as traction, based on parallel intelligence as the c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ity science
and system science, a parallel intelligent network-information framework covering “Combat cloud, Internet of mind, Edge computing,
Unmanned cluster system” is proposed. And then the solution of intelligent countermeasures in key areas such as command and control
at the system level and intelligence confrontation in the cognitive domain is put forward, which provides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systems of network-information systems,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countermeasures in
command and control and intelligence confro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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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逐步迈入 “智能 +” 时代,国家安全增
加了新的威胁和挑战.全球化影响和技术扩散等原
因,导致常规战争与非常规战争的界限日渐模糊,传
统意义的 “大规模常规战争” 和 “小规模非常规战争”
正逐步演变为作战模式更趋融合的 “混合战争”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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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带” 冲突,涵盖了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等
多个维度.近年来发生的中东颜色革命、2014年俄
乌冲突、2019年香港暴乱等一系列事件已表明, 战
争这个时代产物其内涵已悄悄发生深刻改变.信息
与智能技术催生的 “智能 +” 时代下的战争正呈现出
物理、网络和社会系统虚实互动、协同共生的发展

态势,即: “明战”、“暗战”、“观战” 跨域合一的常态化
与一体化[1] . “三战合一” 主要表现为在物理域以常
规武器特别是无人化等高科技装备为核心的 “明战”,
在信息域以网电对抗等为核心的 “暗战” 和在认知域
以社会媒体网络等博弈对抗为核心的 “观战” 的一体
化战略组合与运用.
为有效应对新时代的 “下一场战争”, 准确洞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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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致胜机理,可借鉴美军互补演进方式推进 “多域
作战” 和 “马赛克战” 概念的理念: 即以 “多域作战”
概念为牵引,以作战任务为中心,以 “马赛克战” 提供
技术和基础设施支撑,为 “多域作战” 实施提供更多、
更快的选项之思路.以 “三战合一” 为牵引,以塑造有
利态势为目标,以平行智能为基础支撑,加速推进军
事无人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从未来网络信息体
系构建到体系层指挥与控制、认知域 “观战” 博弈等
典型智能对抗领域寻求突破,以期为未来网络信息
体系建设,尤其是指挥控制、侦察情报的智能对抗发
展提供更多选项与借鉴.

1 马赛克战概念分析

2017年以来,马赛克战概念先后在美国 DAPAR
的一系列研究项目中部分显现和验证,如 “体系综合
技术与试验”, 它是跨作战域的有人/无人平台异构组

合分解效果链的功能集合 (如查找、修复、定位、跟
踪、交战等).

2019年 9月,美军正式提出重塑竞争力的马赛
克战概念[2] . 试图打造一个由先进计算传感器、多
样化集群、作战人员和决策者等组成的具有高度适

应能力的弹性杀伤网络,将观察、判断、决策、行动
等阶段分解为不同力量结构要素,以要素的自我聚
合和快速分解的无限多种可能性来降低己方脆弱性,
并使对手面临的问题复杂化,从而制造新的战争 “迷
雾”. 这一理念汇集了作战云基础设施、多域指挥与
控制、忠诚僚机等多个作战概念,体现了美军应对大
国博弈的最新作战理念与思想.

2020年 2 月, 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发布
了《马赛克战:利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实施决策中
心战》的研究报告[3] ,旨在为应对中俄等大国对手挑
战,美国防部通过比对手更快更好的决策而不是消
耗对手来取得作战成功. 马赛克战是实现决策中心
战的一种有效途径,对美军作战概念和部队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深入分析表明, 马赛克战描述了如何对拥有精

确打击能力的对手进行多域机动,与海军竞争环境
中的沿海作战、陆军多域作战等概念不同的是, 马
赛克战的核心思想是廉价、快速、灵活且功能可扩

展,它把作战过程视为一个快速、复杂的系统,将先
前那种为实现特定目的而开发一种昂贵、精致弹药

的做法,替换为将小型无人系统与现有能力进行创
造性、持续动态组合,利用不断变化的战场条件和
快速响应资源建立连接,使用低成本无人蜂群编队
以及其他电子、网络等手段来击溃对手,马赛克战
概念及演变见图 1所示. 在常规战争中,杀伤链是由
“OODA 环” (即观察 (Observe)—判断 (Orient)—决
策 (Decide)—行动 (Act))定义,但在马赛克作战结构
中,点对点的连接被传感器节点网络所取代,这些节
点都能够收集、处理和共享数据,并将其融合到一个
不断更新的通用作战图中. 经过初步探索,美军发现
马赛克战概念是发展 21世纪多域编队和能力的可
行途径. 下一步,美军将联合更多军种、盟国及科学
家,进行战争游戏和实地实验,将马赛克战概念转变
为新的装备和战术,并重新定义美国如何作战.

马赛克战概念的提出还考虑了美军应对大国博

弈时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主要包括: 高端多功能平台
使美军作战架构太脆弱,继续采购这些高端平台效
率低下且无法提供大国冲突所需兵力,主要新武器
系统研发和部署缓慢,很难在冲突过程中灵活扩展
当前部队设计,以及现有部队无法承受消耗和生存
能力等.总的来看,马赛克战概念有以下 4个特点:

1)高度关注对手,对抗性强. 美军高度关注瘫痪
对手作战系统时面临的威胁,它假想对手优先通过
动能或非动能方式攻击其关键节点或高价值目标,
包括: 链路关键节点,指挥与控制系统、侦察情报系
统和火力平台等,降低或干扰其作战系统中的信息
流,使作战系统要素 “信息孤立”, 降低或破坏其作战

图 1 马赛克战概念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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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架构,破坏系统各要素之间协作,欺骗或制造节
点故障,造成网络和数据链路中断,在其决策或杀伤
链的任意循环阶段中 “制造麻烦”, 扭曲或延长其作
战节奏,从而诱发各种冲突和混乱.

2)设计敏捷灵活,适应性强. 马赛克战旨在解决
未来战略环境的需求和现有部队短板.马赛克反映
了更小部队结构元素如何被重新排列成许多不同配

置或部队的理念,像艺术家创作任意数量图像的小
块、不同颜色瓷砖一样,马赛克部队设计采用多种多
样、分类的平台,与现有部队协作来打造一个作战系
统.这种设计确保了美国军队在竞争环境中的有效
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部队在整个军事行动中的高度
适应性.

3)技术底蕴深厚,创新性强. 马赛克战通过采用
高弹性的冗余节点网络来获得多条杀伤路径,使整
个系统更具生存性.通过将高性能、高端系统的特性
与更小、成本更低、数量更多的部队元素所提供的

体积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确保了这些部队元素可以
重新排列成许多不同的配置.当这些小元素组合成
一个马赛克部队时,通过创造能够有效针对对手系
统的软件包,就好像搭起乐高积木一样,支撑完成作
战 OODA循环和杀伤链.为此,马赛克战提供了一种
新的部队设计,以优化美国部队和未来系统战的作
战概念.

4)注重效果累积,目的性强. 马赛克战在致胜机
理上是从整体上塑造态势,接受每步不那么完美的
解决方案,强调各个环节和要素的协调高效运行,通
过灵活的无人系统和人机混合智能协作,可从多个
方向、多个维度向对手同时进攻,给对手产生一系列
“迷雾” 和决策困扰,以期不断累积作战效果,直至达
成最终效果或对方系统崩溃.
综上, 为重新获得和保持对大国对手的优势甚

至 “代差”, 美军正在寻求新的国防战略与作战概念,
旨在通过更好整合陆地、海洋、空中、太空、赛博空

间的行动来提高美军领先能力,突破以往延长线式
的发展思路,以确保未来能够在与大国博弈中获得
对抗优势和成本优势. “马赛克战” 概念为 “多域作
战” 的实施提供了更多技术选项与支撑,为有效应对
“马赛克战” 这种复杂性科学支撑下的新作战概念带
来的威胁挑战,破解 “复杂性悖论”, 需要从复杂性科
学、系统科学角度出发,探求能够将系统复杂性、多
样性和不确定性,有效转化为灵捷、聚焦和收敛的新
思路与新体系,平行智能理论与 ACP方法值得期待.

2 平行智能网信体系架构研究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

链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陆战场空间将从物理域、

信息域逐步向认知域、社会域、生物域等拓展[4] ,呈
现出 “云、网、边、群” 的新型体系架构,其中 “云” 是
作战云, “网” 是智联网, “边” 是边缘设备, “群” 是无
人集群, 如图 2所示. 对这样一个要素多、节奏快、
流程复杂的陆战场网络信息体系实施有效管理与控

制本身就极具挑战,更何况还要同时考虑对抗 “马赛
克战” 这类复杂系统,其不确定性、多样性、复杂性
可见一斑,探究该难题的解决思路正是本文的重点.

图 2 未来陆战场网络信息体系构想

平行智能理论是复杂系统理论和复杂性科学的

延展,平行系统基于人工虚拟场景,利用自适应演化
等方法驱动实验,评估各类参数配置、技术方案的效
果,实现系统演化建模. 通过实际系统与人工虚拟系
统协同演化、闭环反馈和双向引导,实现对实际系统
的目标优化[5] ,如图 3所示.

图 3 平行系统架构示意图

平行系统的核心是 ACP方法,主要由人工虚拟
系统 (A)、计算实验 (C)和平行执行 (P) 3部分组成.
第 1步,针对实际系统中的各类问题,以实际系统数
据驱动,构建可计算、可编程的软件定义的对象、流
程和关系等,并将其组合成软件定义的人工虚拟系
统 (A), 利用人工虚拟系统对复杂系统问题建模; 第
2步,在人工虚拟系统中开展计算实验 (C),通过设计
各类智能体的组合及其交互规则,运行产生完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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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数据,借助机器学习、动态规划等手段,计算求得
各类场景下的最优策略;第 3步,将人工虚拟系统和
实际系统虚实互动,以平行执行方式 (P)引导实际系
统趋向人工虚拟系统.通过实际系统与人工虚拟系
统之间的行为比对与分析、预测与评估,完成对各自
系统未来状况的 “借鉴” 与预估,并相应地调节各自
现有管理与控制策略和方式,以实现对未来状态的
有效引导和管控目标.
以平行智能理论和 ACP方法为基础,把陆战场

网络信息体系中难以认知的 “虚” 和 “软” 的部分,尤
其是 “虚” 的认知系统,通过可定量、可实施、可重
复、可实时的计算实验使之 “硬” 化,构建平行智能
网信体系,如图 4所示. 对人工网信体系开展各种关
于性能、可靠性、方案鲁棒性及正确性等同一条件

下短时间内大量反复的 “加速” 实验、“压力” 实验和
“极限” 实验等,对各种可能的体系对抗场景进行 “试
错” 实验,对人工网信体系涌现出的复杂系统行为和
系统现象进行标定与统计分析,按照一定指标体系
对各种解决方案进行学习与评估,进而拓展系统 “想
象力”, 逐步拨开战场复杂性 “迷雾”, 得到对复杂系
统问题准确、及时、量化的 “最优” 控制方案,从而解
决实际复杂网信体系中不可准确预测、难以拆分还

原、无法重复实验等难题.
对于平行智能网信体系这类复杂巨系统来说,

基于复杂系统不可分、不可知的特点,严格地讲,已
经无法对其传统有机组成部分如侦察情报、指挥控

制、通信传输、网络安全等作出严格还原拆分,我们
只能通过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一体融合方式,将
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转化为具
有深度情报支撑的灵捷、通过计算实验解析的聚焦

和能够反馈互动的自适应收敛. 同时,必须正视复杂
系统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心理作用影响,认清主观性
倾向在网络信息体系研究中无法消除的本质,将人
的主观性因素纳入网络信息体系研究中一并考虑,
而非相反的人为忽视,即从 CPS (信息物理系统)向
CPSS (信息物理社会系统)范式转移. 下面从指挥控
制、情报博弈的智能对抗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3 体系层指挥与控制的 PREA 环智能对抗
研究

指挥与控制的核心要素是人、信息及其组织结

构与过程,随着 5G移动通信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
发展及应用,指挥与控制系统呈现出指挥、控制、管
理一体化的新范式[6] . 文献 [7] 提出韧性指挥与控制
系统概念,旨在面对系统故障或遭遇人为干扰情况
下,韧性指挥与控制系统具备自主感知自身和环境
变化、主动建立调整适变机制且完成核心作战任务

的能力. 文献 [8] 提出指挥与控制本质上是一个复杂
性科学与工程问题,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只
能不断根据新问题、新情况重新认识指挥与控制的

要素、过程与对象,才能实现对指挥与控制的变革,
使之能够有效遂行各种复杂战争与非战争军事行动,
特别是跨域作战行动.
目前,关于指挥与控制描述使用最多的仍是 20

世纪 50年代由博伊德基于空战平台对抗的优劣势
分析提出的 OODA循环.文献 [9] 指出从作战平台
上升为作战体系以后,指挥对抗活动的基本属性更
多体现在认知域、社会域,而非平台对抗涉及的物
理域、信息域,如感知与理解问题、混合决策问题、行

图 4 平行智能网络信息体系数字四胞胎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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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控制问题等,都涉及多个主体间的有效协同,包括
共享感知、协同决策与协同控制等,会面临物理域上
的规模尺度变化、信息域上的障碍与 “迷雾”, 以及
认知域上的理解偏差和决策冲突等深层次机理改变,
并提出了体系层指挥对抗的 “PREA循环” (即筹划
(Planning)—准备 (Readiness)—执行 (Execution)—
评估 (Assessment))这一全新思路框架,填补了体系
层指挥控制活动的机理模型空白[10],如图 5所示.

图 5 体系层指挥与控制的 PREA环

PREA环理念给经典OODA环 “以快致胜” 的致
胜机理在体系层赋予了新的内涵,即: 接受不那么完
美的解决方案; 强调各个环节与要素的协同高效运
行;突出效果的持续累积并 “以稳致胜” 等.在未来大
量无人平台 (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或无人集群等)
参与的陆战应用场景中,单纯追求加速 OODA循环
这种 “以快制胜” 的平台级作战致胜机理,已并非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圭臬,认知域、社会域的迫切需求对
指挥与控制有效实施带来了新的挑战: 1)多个主体
对战场态势的共同感知与共同理解. 2)多个主体对
同一情况的协同决策. 3)多个主体在分布式作战环
境中的协同行动. 4)在上述过程中的人机混合智能
协同. 5)在上述过程中智能体 (人人/人机/机机)之间
的高效联结与知识协作.在此情况下,过分强调 “察

打一体”、刻意追求每一环节的结果最优等,对于体
系层指挥对抗活动已非制胜之道,甚至有可能对全
局目标产生负面影响,要把理念性、科学性与工程实
践相结合,寻求新的解决思路.
借鉴 PREA环研究思路, 在平行智能网信体系

架构下,开展体系层指挥与控制的平行 PREA环智
能对抗研究,引入软件定义的人工虚拟组织与系统,
把 Cyberspace变成新的资源空间,构建与实际 PREA
环伴生的描述、预测和引导 PREA环数字四胞胎,如
图 6所示. 通过知识工程解决陆战场各作战要素的
知识精细处理与协作难题,实现作战实体之间的高
效 “智联”; 通过人机混合智能解决人机协同决策难
题,提升各层级智能机器对战场的 “想象力”, 实现人
机协同对各层级指挥员的认知 “扩脑”; 通过己方各
层级 PREA环的循环嵌套稳定运行, 给对手持续施
加认知和决策障碍与压力,使得每个任务周期内己
方的执行效果持续正向累积,而造成对手出现类似
指挥失当、行动紊乱甚至体系崩溃等情况,最终达到
塑造于我有利态势的任务目标,实现人机混合高效
协同的指挥与控制智能对抗.

4 基于情报博弈的认知域智能对抗研究

情报系统先后经历了 HUMINT、SIGINT、
IMGINT、OSINT,即将迈入平行情报体系[11]. 近
年来, 随着 Web2.0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围绕
社交媒体的交锋日益成为冲突焦点,从利比亚到伊
拉克, 从乌克兰到叙利亚, 社交媒体网络已经成为
冲突各方激烈博弈的新战场. 2019年, 美陆军在大
力推进 “多域作战” 概念深化研究时, 重点围绕抢
夺 “竞争” 阶段主动权、寻求创新信息战样式等问
题进行试验验证[12]. 其中, 抢夺 “竞争” 阶段主动
权主要指在冲突发生前采取经济施压、特种作战、

网络窃密、社交媒体发布假消息等多种手段. 2019年

图 6 体系层指挥控制的平行 PREA环数字四胞胎

www.jc
2.o

rg.
cn



92 指 挥 与 控 制 学 报 6卷

8月 1日,英国陆军高级将领也宣称其陆军将直接参
与社交媒体战行动,以确保获得行动主动权. 基于社
交媒体的开源情报在现代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

的 “观战” 作用日益凸显,逐渐成为未来战争中不可
或缺的关键力量和作战样式.

图 7 “三战合一” 的跨域行动

为有效应对 “三战合一” 带来的现实威胁挑战,
如图 7所示,尤其是有效履行全域作战的 “认知域”
博弈对抗任务,通过社交媒体的草莽 “绿林” 好汉和
“大 V” 意见领域或各类知识机器人等组成的 “绿林
军”, 建立智能 “观战” 系统刻不容缓[13]. 开源情报的
应用研究包括信息域、认知域、社会域 3个维度:

1)信息域维度.通过对社交媒体的文字、图片、
视频等开源信息挖掘分析,能够判明发布者位置信
息和活动规律等, 进而实施精确打击; 通过人肉搜
索、网络众包等方式[14],可以快速、准确刺探获取敏
感人物、事件等多方位信息,有力促进对战场环境、
敌情、地形、气象水文等情报获取;通过开源情报与
闭源情报的比对印证,能够及时、多渠道识别虚假情
报,避免形势误判,有利于对未来复杂战场态势的准
确预测与预警.

2)认知域维度.通过开源情报的对抗博弈,在复
杂对抗交互中解析个人信息、兴趣、行为特征等因

素,再叠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有针对性地推
送感兴趣商品、投放 “虚假” 消息等,用于散布极端
思想、招募极端分子、震慑威胁目标甚至影响政治

大选投票意向等.
3)社会域维度.针对开源情报的跨媒体、跨网

络、跨空间等特性,除了影响个体认知判断外,对社
会舆情、群体认知判断等也会造成重大干扰和影响.
分析挖掘热点地区的敏感情报信息,持续开展相关
地区地理环境与人文社会研究,建立分级分类预警
机制,深度挖掘分析舆情事件和源头,助力监测敏感
事件及其传播动向,为分析、预测并最终引导敏感事
件发展走向等提供支撑.

为高效获取有用、可信的开源情报,需解决情报
的描述、预测和引导等技术难题.其中,描述解析基
于现有开源数据的挖掘分析,开展现有数据产生原
因、情报规律研究,从而精准刻画敏感人物,准确把
握敏感事件发展全貌; 预测解析通过基于人工情报
系统的计算实验,了解敏感事件发展规律,预测敏感
人物网络行为及敏感事件发展动态; 引导解析通过
引导网络中的人员互动,从而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刺
探并获取所需情报知识,引导敏感事件向于我有利
态势发展[15].
特别地, 要高度重视开源情报的假消息识别与

智能对抗. 除了根据情报信息来源的权威可信度,采
用基于领域知识库及已有的或历史的可靠情报信息

比对方法,完成对情报信息的语义相关性计算,实现
对情报信息内容的一致性、完整性程度判别之外,还
需要在对开源情报的人工社会分析建模与计算实验

后,进一步对特定事件态势进行有效评估. 采用演化
博弈方法对动态网民群体 (Cyber movement organiza-
tions, CMO)间的博弈过程进行分析,然后基于综合
的情报分析结果研究实现对事件走向的预测、引导

方法与机制.事件动态预警与多层次引导策略方法,
可通过针对事件传播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网民个体行

为特征、情感特征,以及影响力特征等网络群体行为
特征,结合信息可信度的分类与度量,实现对敏感和
热点事件的提前预测预警与有效引导. 基于演化博
弈的事件引导机制,可借鉴种群生态学的种群入侵
理论,将宏观情报传播和情报博弈过程建模为持有
特定观点和情感的微观人工用户群体之间的入侵对

抗及其高层涌现,通过安全博弈论研究单次情报博
弈的静态 Stackelberg最优策略,并据此选择理想状
态人工 “绿林军” 投放至实际社会媒体,以最终影响
和引导实际社会事件走向,如图 8所示.
此外,利用情报系统和计算实验得到的大数据,

将各类军事作战想定、规则和参数迁移到类似 “星际
争霸”“魔兽世界” 等即时军事战略游戏,平时可将智
能指挥对抗系统打造成指挥员的 “私人教练”, 通过
不断迭代升级进行人机博弈式推演,训练各级指挥
员的战场认知大局观和临机思维反应,将极大提升
指挥对抗训练的效率和水平. 可通过 VR/AR/MR等
技术,训练士兵战术素养,让士兵平时即沉浸式融入
各种作战场景,不断面对战场中可能发生的爆炸、冲
突、宗教、社情、装备、故障等常规和突发情况,以
期让士兵快速获得战场经验认知和装备操控技能体

验,从而不断提高战场实际临战反应[16].

5 结论

本文借鉴美军以互补演进方式推进 “多域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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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开源情报的智能博弈对抗

和 “马赛克战” 的发展理念,从有效应对 “马赛克战”
概念的 “威胁挑战出发, 以 “三战合一” 为牵引,以塑
造未来战场有利态势为目标,以平行智能为核心基
础,提出了涵盖 “云、网、边、群” 的未来陆战场平行
智能网络信息体系架构,并分别对体系层指挥与控
制、认知域情报博弈等关键领域的智能对抗研究进

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解决思路和基本流程框架,为
未来陆战场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及其智能对抗发展提

供了借鉴与参考.
特别感谢中国工程院费爱国院士在论文研究和

撰写过程中给予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武汉大学张俊
教授在指挥与控制智能对抗研究中的研讨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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