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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崛起: 边缘 C2背景、概念与模式机理分析
阳东升 1,2 张维明 2

摘 要 从指挥与控制 (Command and Control, C2)模式的角度深度剖析最初新冠肺炎疫情风暴中心 “平民英雄 ” 崛起事件,并
从这一事件上升至中国抗疫与世界抗疫的宏观叙事,阐述强化 “中心” 和弱化 “中心” 两种不同模式导致的不同效果,结合智能
时代军事领域指挥控制面临的挑战,提出边缘 C2背景、概念和边缘 C2模式机理. 智能时代宏观作战体系的中心化 C2仍然
是一种不可或缺的 C2模式,同时,边缘 C2也是应对战场不确定性的 C2模式,过去以 OODA环为唯一理论指导边缘作战单元
C2系统已不适用于未来战场,智能时代需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边缘作战单元 C2系统既可实施 OODA环,也可实施
PREA环,并可在两种模式间快速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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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 Rising: Background, Conception and Mode of Edge Command and Control

YANG Dong-Sheng1,2 ZHANG Wei-Ming2

Abstract The rising events of popular hero in the centre of epidemic situation of COVID-19 are analyzed with command and control
mode. Further to macro recount, two different modes between Chinese resist epidemic and World resist epidemic, strengthen “Centre”
and reduction “Centre”, are expounded with its effects in resist epidemic. On which the challenge of command and control in military
fields are put forward in era of intelligence, the background, conception and mechanism of mode about edge command and control are
advanced. Centre C2 is still essential mode for macro military systems in era of intelligence; Edge C2 is equally essential for macro mil-
itary systems to handle the uncertainty events.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system of combat units are done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Edge
C2 rising, such as combat action units to C2 units or C2 units to combat action units. In the past, OODA loop is the only theory guide
for combat units command and control systems desig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future, this guide is not suitable for coming battlefield. In
era of intelligence, C2 system of combat units is required to combine OODA loop with PREA loop, and realized interchange between
OODA loop and PREA loop 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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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正在加速发展, 从原始社会、农业社
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跨越文明的时间尺度单位
从 “万年”、“千年” 到 “百年”, 承载文明发展的社会
形态,其生命周期在加速缩短. 可以看见,人类数百
年来建立起的工业文明体系正在加速崩溃; 可以预
见,人类社会的信息文明不会持续太久,新的文明形
态将以 “十年” 为时间尺度加速到来.过去,变化是一
种意外,而未来,变化是一种常态. 无论是人类社会,
还是民族国家,或者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将面临从长
期的稳定、确定到持续变化和不确定的时代转变,无
法逃脱这一规律.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论,但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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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面临的现实.
在过去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 无论是东西方文

明,在社会体系的构建上都积累了值得称耀的成就:
以等级或层次建立权力框架,以中心向边缘辐射,维
系社会文明的稳步发展.即使出现新的危机导致这
一框架体系崩溃或塌陷,社会文明发展暂时倒退,在
危机后仍然有足够的时间按照这一思路重建,重建
后把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推向更高层次. 在人类文
明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秩序构建的这一基本模式
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是社会变革加剧,过去
以 “千年”“百年” 为时间尺度的社会变革,在信息智
能时代的今天,我们已无法预测未来 “十年” 甚至数
“年” 可能会发生的变革; 另一方面是从 “中心” 到
“边缘” 以层级结构建立的社会秩序维系着稳定,但
这一模式对激剧变化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低效,甚至
成为障碍;三是人类文明自身的脆弱性,高度发展的
人类文明越来越难以承受社会文明体系崩溃或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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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 “人道灾难”. 这一挑战在 2020年初全球爆发
的新冠肺炎事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基于过去经验
知识构建的防控体系失灵,各国政府在疫情暴发之
初应对失效导致全面失控.我们焦虑、恐惧,我们失
落亦沮丧,对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中心化社会结构
应对疫情的 “失控” 深感无奈,然而,在至暗时刻,我
们也看到了光芒的闪现,在最初的疫情风暴中心 (武
汉), “平民英雄” 的崛起—快递小哥汪勇的逆袭[1] .
本文从最初疫情风暴中心 “平民英雄” 的崛起深

度剖析中国抗疫与世界抗疫两种不同模式的差异,
结合军事领域智能化战争形态指挥控制 (Command
and Control, C2)的特点与规律,分析中心化 C2模式
的科学原理、地位与作用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

挑战,提出边缘指挥控制背景、概念以及边缘 C2模
式的机理.

1 新冠肺炎疫情风暴中心的 “平民英雄”

2020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风暴中心的武汉,突
如其来的封城措施让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基本生

活保障—-吃住行成为关键难题,在向逐级反应的同
时,金银潭医院医护人员发出社会求助信息,快递小
哥汪勇从网上获悉这一信息后,毅然决定向疫情的
高风险区 “逆行”, 在发现医护人员更多的基本生活
保障需求后,汪勇从个人行动转向集体组织行动,通
过朋友圈招募志愿者,组建车队和各类生活保障群,
联合协调共享单车和电动车公司定点投放共享车辆,
在防控指挥部建立起封城后一线医护人员生活保障

体系前,快递小哥汪勇成为疫情风暴中心的 “平民英
雄”, 通过志愿者群的组织解决了一线医护人员急需
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为武汉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
应急保障体系的建立赢得了时间.
快递小哥汪勇 “逆袭” 成为 “平民英雄” 既有汪

勇毅然决定 “逆行” 的主观意愿,也有平民 “逆袭” 的
时势: 一方面是武汉疫情防控体系在封城之初的混
乱, 基于过去知识经验无法应对新的疫情形势; 另
一方面,网络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终端设备的各类
APP软件,为个体从单一行动单元转为组织单元创
造了条件. “平民英雄” 的逆袭无疑为武汉封城之初
疫情的防控提供了关键的保障.
如果从宏观叙事上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平民

英雄” 逆袭的缩影. 2020年 1月 23日,湖北武汉封
城,疫情风暴中心,一个英雄的城市成为全国战疫的
重中之重. 2月 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
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2] . 湖北武汉
艰苦卓绝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为党中央部署中国战疫

总体战赢得了时间.

然而,在更大的尺度上,我们却看到了截然不同
的现象.中国以牺牲经济生活的超常代价,为世界疫
情防控赢得了近两个月的宝贵时间,在武汉封城时
刻 (1月 23日),境外疫情只有 9例. 令人遗憾的是,
在武汉解封时刻,海外疫情 (2020/04/08 12: 02)已累
计确认 1 351 691例,较前一日新增 73 687,死亡人数
78 803 (较前一日新增6 879人)[3] . 在中心化职能缺
失或弱化的时候,即使边缘崛起也无济于事.

2 中心化 C2模式

中心化意味着集中统一,是宏观组织体系发挥
整体效能的有效手段. 自从人类社会文明建立氏族、
国家概念以来,中心化就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成为
人类社会建立并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方式,通过这
一方式让人类迸发出强大的集体智能,战胜了大自
然带给人类的各种危机,包括自然灾害、瘟疫等. 但
随着群体规模的增加和环境的急剧变化,这一方式
也带给人类诸多的自身伤害,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中
心化的组织体系就像一艘大船突遇狂风,很难灵活
规避,最终造成人类自身灾难,要么部分群体接受伤
害,中心化组织体系断臂求生,体系慢慢修复; 要么
体系崩溃,带来更大的伤害.

2.1 中心化 C2模式设计的科学原理

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建立的中心化组织体系形式

多样,从国家层面看,有君主制、联邦制、民主集中制
等,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
同的行业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军事领域的中
心化表现得最为突出,也因此获得 “军事组织体系”
即 “高效” 代名词这一高度赞誉.
无论中心化组织体系是哪一种形式, 其关键特

征体现在指挥与控制 (Command and Control, C2)模
式上,可称之为 “中心化 C2模式”. 中心化 C2模式关
键特征具体体现在 4个方面: 一是决策中心,也称之
为 “中心”, 是特殊的 C2单元,职能以战略决策为主,
是众多 C2单元围绕的核心; 二是 C2单元, C2单元
兼有决策和执行职能,通常与执行实体或行动单元
直接建立关联,如疾控体系中各省市卫生厅 (局) 有
直属的医院; 三是层级结构,层级结构是 C2单元之
间的 “关系”, 也是决策中心与执行实体或行动单元
的纽带,层级结构确定了决策中心和各级 C2单元的
横向 “跨度” 和纵向 “深度”; 四是执行或行动单元,如
在疾控体系中的各类医院.
中心化C2模式以 “决策” 为核心,以层级结构建

立决策单元之间关联,其设计的科学原理是可以归
纳为以下 5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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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步设定组织体系的使命任务,通常基于过
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假设;
第 2步对假定的使命任务进行分解, 建立最佳

程序或过程;
第 3步考虑个体运用工具手段的技术技能及其

局限性,设置程序或过程高效处理的岗位或专业;
第 4步设置程序或过程处理需要的决策单元;
第 5步建立决策单元之间的层级关联,形成 “决

策中心”.
总之,中心化C2模式设计的科学原理即匹配C2

结构与组织体系使命任务,如图 1所示.
中心化 C2模式科学设计的基础和前提是组织

体系使命任务的设定,设计的目标是确保组织体系
能够高效应对设定的使命任务,设计方法通常基于
已有经验知识, 以我国疾控体系的构建为例, 早期
疾控系统建设以卫生防疫为使命,消除广泛威胁国
民健康的传染病和地方性疾病为主要任务,在模式
设计上沿袭前苏联的 “防疫站” 模式, 在建国后, 以
这一模式动用举国之力,在短时间内发挥了关键作
用,消灭了鼠疫、天花、霍乱、结核、血吸虫等贫穷
落后时代象征的流行病[4] . 然后, 此后相当一段时
间内,临床医学走向中心舞台,公共卫生逐渐退居幕
后,以 “防疫站” 模式为核心的疾控系统陷入 “空转”.
直至 2003年 SARS危机,正酝酿变革中的疾控系统
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受到公众的广泛质疑,经历

SARS危机的疾控系统重新定位使命任务,界定公共
卫生包含疾病预防控制、健康保护和健康促进 3个
方面,并应考虑生命全过程的卫生保健服务.彻底重
塑后的疾控体系建设,走上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的疾
控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DC)建设道路,
各级疾控中心承担本地区的疾病预防与控制、应急

预警与处置、疫情收集与报告、监测检验与评价、健

康教育与促进、应用研究与指导、技术管理与服务

等,与各级政府机构的关系如图 2所示[5−7].
重塑后的疾控体系在 2013年 H7N9禽流感疫情

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3年 3月, 上海等地相
继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死亡病例,发现 H7N9流感病
毒,破解病毒全部基因密码, 确认病原体,研制出检
测试剂,实现对新型病原的严密监控、迅速确认和应
急反应,为政府制定防御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世界
卫生组织 (WHO)高度评价 “中国应对 H7N9禽流感
疫情,堪称全球典范”

2.2 中心化 C2模式的地位与作用

中心化 C2是所有军事体系的共同特征, 无论
是 “军令” 系统, 还是 “政令” 系统, 都预设 “中心”,
由 “中心” 向 “边缘” 辐射,辐射的形式表现为由横向
“跨度” 和纵向 “深度” 决定的层级结构,不同的中心
化C2模式有不同的层级结构.中心化C2模式从 “中
心” 向 “边缘” 辐射的内涵是指挥或行政权威,通常

图 1 中心化 C2模式设计的基本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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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疾控体系结构的设计

以 “指令”、“意图”、“计划”、“方案” 等形式体现,在
中心化军事体系中,伴随 “中心” 向 “边缘” 辐射的是
信息反馈,由 “边缘” 向 “中心” 汇集,这种权威的 “辐
射” 和信息的 “汇集” 构成了中心化 C2模式运行的
核心内容.
在军事体系的建设运用上,无论古今中外,中心

化 C2模式都是缔造者或驾驭者的不二选择,尽管在
人类战争史出现过无指挥、自同步并取得胜利的经

典战例—-特拉法尔加海战1[8−9],但这并不是去中心
化 C2的成功案例,从某种意义上,仍然可以归因于

中心化 C2模式塑造的能力和效果,把中心化 C2模
式发挥到极致,实现 “中心” 的指挥意图、战术思想、
计划方案等要素通过长期的训练融入 “边缘” 灵魂,
即使在失去 “中心” 时仍然可以实现既定的目标,达
到预期的效果.
中心化 C2承载着军事体系的 “灵魂”, 以层级结

构架设权威从 “中心” 向 “边缘” 辐射的枢纽,建立军
事体系所有单元之间纽带,对军事体系整体效能的
形成和发挥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具体地说,中
心化 C2的关键功能体现在以下 4个方面:

11805年 10月 21日,法西联合舰队与纳尔逊中将率领的英国舰队在西班牙特拉加角外海遭遇,战斗持续 5h,最终英国舰队获胜.在战斗过程中,纳尔
逊在舰队指挥上给予各舰极大的自主权,只要求各舰长充分发挥积极主动敢于近战的精神,开战不久 (约 1 h),纳尔逊即在接舷战中被狙击手击中负伤,
旗舰失去指挥能力,但英国舰队凭借其舰长们勇敢的战斗精神,坚定地执行战斗计划和舰队战术,仍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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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统一思想和认知,包括对态势的理解和判断,
对上级意图 (任务) 的分析,在各作战单元之间形成
共识,建立整体协同的基础.

2)集中调配和部署,建立战场资源的优化配置,
统一部署作战单元,为计划方案的实施做好准备.

3)整体协同,建立整体进程与分域作战进程、作
战单元行动的关联,掌控全局进程,监控各域和各作
战单元作战进程与行动,把握 “顶点” 和 “决定性行
动”, 根据实时战场态势变化,实时调整作战进程和行
动,确保作战整体效能.

4)综合保障, 以作战为牵引,统筹情报、通信、
水文、气象、后勤、装备等保障要素,实现保障要素
的综合一体.
总而言之, 中心化 C2是古今中外军事体系的

“灵魂”, 对军事体系整体效能的发挥有着不可替代的
功能.以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为例, 在武汉封
城后,中国以全国之力支援武汉,完美展现了在中国
“战疫” 上中心化 C2的体制优势, 与此截然不同的
是世界 “战疫” 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战疫”, 弱化的
“中心” 甚至完全失去 “中心” 的 C2,导致新冠肺炎疫
情的彻底失控,在经济发展和人民健康上付出惨痛
代价.

2.3 中心化 C2模式的困境

对所有军事体系建设运用,中心化 C2不可或缺,
但并不意味着完美,相反,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对

确定的任务与环境,中心化 C2可驾轻就熟,表现出
设计预期的整体效能;在面临不确定事件时,中心化
C2的层级结构和既定的程序往往成为高效应对不确
定 “事件” 的障碍.以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经
历 SARS危机的中国疾控体系,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
并没有发挥其所设计的功用,导致新冠肺炎的早期
蔓延,即便在疾控体系的设计上考虑到了包括 SARS
在内和各种可能传染病,但 2019新型冠状病毒却未
按常规 “出牌”, 其传播速度之快、基本传染数 (R0)
之高完全超出了疾控体系的最初设计考虑.同样,在
封城后的武汉,崛起的 “平民英雄”— 快递小哥汪勇

事件,也充分暴露武汉疾控体系即使在成立省、市、
区等各级防控指挥部,应对新冠肺炎,仍然只是沿用
了过去突发事件处理的经验,忽视了全国支援武汉
可能带来的医护人员生活保障的新问题.
中心化 C2模式的困境根源于其设计的科学原

理,是基于过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假想的环境和
事件做出充分的、完美的设计,一旦出现与假定的环
境和事件不相符合,如新的事件出现,或假定的事件,
但中心化 C2自身结构出现变化,既定程序无法实施,
等等,都会导致中心化 C2模式的 “措手不及”, 出现
混乱,甚至崩溃. 从其设计的科学原理上,可以理解
为事件处理程序或过程与中心化 C2模式结构的不
匹配,这种情况出现时就会导致整体效能的下降 (如
图 3所示). 可以说,中心化 C2的这一困境是与生俱
来的.

图 3 中心化 C2模式的困境—结构与事件处理过程/程序不匹配

www.jc
2.o

rg.
cn



118 指 挥 与 控 制 学 报 6卷

不确定性导致中心化 C2模式失效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 1)新的事件出现,事件不在设计假想的范
围之内. 2)基于过去经验的事件,环境发生变化 (或
对手不按常规出牌),既定程序或过程已不再适用. 3)
自身内部出现新的变化,既定的程序或过程失效. 新
的事件出现时,往往会伴随环境的不确定性,同时也
会导致自身内部的调整.

3 边缘 C2

中心化 C2为军事体系注入 “灵魂”, 建立 “中心”
到 “边缘” 的链接枢纽,是军事体系整体效能发挥的
基础和前提,然而,中心化 C2基于假定的想定环境,
无法快速应对战场的不确定性. 如何弥补中心化 C2
的缺陷,快速应对不确定性？这是边缘 C2的核心思
想:边缘作战行动单元 C2赋能,应对不确定性快速
整合局部资源,为中心 C2的战略调整争取时间,在
现有中心 C2完成战略调整前,控制不确定事件的发
展,避免局部事件影响的扩大.

3.1 背景

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正在改变

传统作战样式. 过去,有生作战力量的运用,我们强
调 “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 的基本原则,突出体系作
战的思想,而无人作战单元在各作战域的广泛渗透
正在改变这一原则和思想,对无人作战力量的运用,
由于其成本低廉且无生命代价,消除了过去指挥官
对有生力量运用的顾虑.这一禁忌的打破,对传统作
战体系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威胁从
“有迹可循” 的假想变成了无处不在、无迹可循、成

本低廉的无人作战单元可冒任何风险从任何地方出

现,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另一方面, 渗透在各
域的无人作战单元,游走在各域之间,寻找作战体系
“缝隙”, 随时可能跨域集结,形成集群,撕裂作战体系
的 “缝隙”, 实施 “纵深” 打击,扩大战果;第三,战场游
离的无人作战单元同样也使得作战对手变得模糊不

清,与过去不同,人工智能的战场, 你永远不知道与
你博弈对抗的对手情况,他的学历、他的资历、他的
偏好等等. 曾经,先进传感器技术,让我们自信地认
为,未来战场正趋于透明化,让我们沮丧的是,人工
智能技术的应用却给趋于透明化的战场迅速蒙上了

“阴影”, 未来战场由于人工智能技术渗透带来的不确
定性正在指数增加.
过去,假想的威胁目标和战场环境,让我们很清

晰地设计了所需要建立的作战体系,以海战场为例,
美航母打击作战群从空中、水面到水下,建立了由远
及近、多维一体的作战体系,其指挥机构从 (航母、
巡洋舰、两栖攻击舰舰载)旗舰指挥中心、作战指示
中心到 (预警机机载)空中指挥中心以及舰载、艇载
C2终端,根据假想的威胁与目标,建立从 “中心” (旗
舰指挥中心)到 “边缘” (机载、舰载、艇载 C2终端)
的完整 C2体系.然而,智能时代由于人工智能技术
的运用,新的威胁正变得 “飘忽不定” 或者说 “游走”
在体系的边缘,随时可在任何时间从任何 “缝隙” 中
发起攻击.作战体系预设作战方向以及在预设方向
上设置指挥机构这一做法将越来越失去应有的价值,
大多数或者说大概率的情况是,威胁不会在预设方
向,依据假想威胁目标而预设的作战体系未来战场
将变得异常脆弱,如图 4所示.

图 4 未来海战场预设威胁与威胁不确定的作战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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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边缘 C2概念

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给作战体系建

设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机遇,这一机遇即在
C2领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传统的中心化 C2模
式,以新的指挥模式—边缘 C2迎接新的挑战,适应
未来战场.
边缘 C2的概念: 边缘 C2是位于体系边缘的作

战单元 (作战行动单元和 C2单元),在应对突发事件
时,可即时赋能或释能,实现角色转换,从作战行动
单元转为 C2单元或两者兼而有之,或从 C2单元转
为作战行动单元,在角色转换后,以人工智能技术快
速整合可获取的边缘资源,局部重组原中心化 C2体
系结构,对突发事件进行有效处理,为中心化 C2体
系的调整或变革赢得时间.边缘 C2概念如图 5所示.
边缘 C2的关键特征: 一是作战单元角色可灵活

转换,没有固化的 C2单元和行动单元, C2单元与行
动单元可根据战场环境的变化实现角色转换,作战
单元可赋能, C2单元可释能.二是 C2体系可局部快
速重组,作战单元 (C2单元或行动单元)在角色转换
后可依据赋能或释能快速重组可获取的战场资源,
应对突发事件.三是整体与局部的联动,在局部重组
时, “中心 C2”快速组织宏观体系结构的调整或变革.

边缘 C2的科学原理是复杂系统的自适应、自组
织.本质上,边缘 C2并没有抛弃中心化 C2模式,无
论是局部的重组,还是全局的联动,都存在 C2单元
这一 “中心”, 所不同的是,传统中心化 C2在 C2单元
设计上进行了预设或固化,以指挥机构、指挥系统和
指挥官履行 C2单元的职能,而边缘 C2可以在任意
作战单元赋能实现角色转换,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履行 C2单元的职能.边缘 C2仍然存在 “中心”, 只
是这一 “中心” 是 “游离的”, 藏匿在所有边缘作战单
元中,可在任何地方出现,也可在任何时刻消失.边
缘 C2的自适应、自组织是局部的, 依托中心化 C2
体系,在确定的战场环境 (或预设战场环境)中,其运
行仍然体现为中心化 C2模式,边缘的崛起自组织、
自适用仅仅在不确定事件的发生,中心化 C2模式失
能,必须对崛起的边缘进行 “赋能”, 确保其能够对局
部战场资源进行快速重组,应对突发事件,控制事态
发展.崛起的边缘在局部战场形成新的中心结构和
事件处理的程序/过程,这一行为改变了基于假想情
况而设计的中心化 C2体系结构 (如图 6所示),预设
的 “中心” 须根据这一变化快速进行全局的重组或变
革,适应崛起的边缘,或者在边缘事态蔓延前完成新
的部署调整.

图 5 边缘 C2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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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边缘 C2崛起过程示意图

4 边缘 C2模式形成与运行机理

4.1 边缘 C2崛起过程

本质上,边缘 C2是作战单元 (作战行动单元和
C2单元)根据战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化进行角色的
快速转换,既有边缘行动单元通过赋能崛起为 C2单
元, 也有边缘 C2单元通过释能转为作战行动单元,
“释能” 是 “赋能” 的逆向过程.

边缘 C2的崛起是边缘作战行动单元转为 C2单
元的正向过程. 这一过程触发即战场的不确定事件
和中心 C2的赋能,其结束的标志是崛起的边缘在中
心化 C2重组或变革后融入重组或变革后新的中心
化 C2,或者突发事件得到完全控制处理,崛起的边缘
释能,重新回归边缘.
边缘 C2的崛起到融入重组或变革后新的中心

化 C2需要经历以下步骤:
第 1步赋能,即给予某一边缘作战单元重组局部

资源、应对突发事件的权限,或者根据彼此间的信任
以群体委托方式,如快递小哥汪勇通过朋友圈招募
志愿者,建立疫情风暴中心医护人员的保障群,通常,
其形式表现为委托授权,赋能后,边缘作战单元实现
职能转换,从边缘行动单元转向 “行动 +C2单元”.
第 2步局部重组, 即根据委托授权对可获取的

局部资源进行整合,以应对战场的不确定,在整合后
形成新的局部中心化体系,即崛起的边缘与其他整
合的作战单元共同构成新的集群.
第 3步预设中心化 C2重组或变革,边缘崛起后,

预设中心 (传统的中心化 C2)进行全局调整或变革,
一方面是适应崛起的边缘,另一方面,是应对战场全
局态势的变化.
第 4步边缘回归, 在崛起的边缘能够充分应对

局部战场的不确定时,崛起的边缘以完整的集合体
融入重组或变革后的中心化 C2体系,形成新的常态,
或者崛起的边缘并不具备完全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
重组或变革后的中心化 C2以新的结构整合崛起的
边缘.
边缘 C2的崛起到融入重组或变革后新的中心

化 C2过程如图 6所示.

4.2 边缘 C2崛起的本质—C2过程机理转换

在形式上,边缘 C2崛起是角色的转换,即作战
行动单元与 C2单元两种角色在赋能或释能时实现
角色的互换,这种角色的转换也是职能的调整或改
变.本质上,从边缘作战行动单元到 C2单元,过程机
理发生了变化.
边缘作战行动单元通常是处理确定的态势, 采

取基于规则的决策方式,其规则以条令条例的方式
明确, 在过程机理上遵循 “观察 –判断–决策–行动
(OODA环)”, OODA 环这一经典理论也源于战斗机
的空中格斗,对边缘作战行动单元的博弈对抗有很
好的诠释. 因此,作战行动单元的设计,无论是战斗
机,还是军舰、坦克,都以指挥控制领域的经典理论
—OODA环为指导[10−12].

C2单元是不确定态势条件下崛起的作战行动
单元,需要组织协同可获取的边缘作战行动单元应
对战场不确定事件, 在决策方式上, 通常基于预案
(计划), 在过程机理遵循 “筹划 –准备 –执行 –评估
(PREA环)”, “筹划” 以多作战单元的协同计划为主,
“准备” 是从各作战单元的当前状态到计划执行所需
要状态的部署准备, “执行” 即各作战单元的协同行
动, “评估” 是对计划 (或预案)执行情况的判断[13−16].
与边缘作战行动单元不同, PREA环是 C2单元功能
设计的基本依据,指挥机构和指挥系统通常以 PREA
环为指导.
因此,边缘 C2崛起在本质上是作战单元两种过

程机理 (OODA环和 PREA环)的转换如图 7所示.
由于边缘作战行动单元与边缘 C2单元在过程

机理存在本质的差异,边缘 C2崛起需要在边缘作战
单元同时具备两种机理运行的功能支持,即 OODA
环和 PREA环的运行支持. 以快递小哥汪勇 “逆袭”
为例,在个体行动时,汪勇只需要通过手机完成接单
并出行,在招募志愿者,组建车队和各类生活保障群
后,汪勇除了个体行动,更多的精力是在平台上组织
协调,包括保障资源的统筹、志愿者行动的协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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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边缘 C2崛起的本质: 过程机理的转换

5 结论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就像一面镜子,既照
射出了强化中心 C2模式的重要性, 也反映了边缘
C2模式建立的必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在军事领域,中
心化 C2模式是所有军事体系构建和运行的 “灵魂”,
没有 “中心” 就意味着没有 “指挥控制”, 作战单元各
自为阵,即使是性能优良的武器装备、最强大的作战
平台,在 “中心” 缺失的条件下,也无法形成体系作战
能力,获取整体作战效果.然而, “中心” 仅仅是形成
能力、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人类
战争史上,失败的作战体系同样也是 “中心” 维系着
整体,除 “中心” 维系的向心力外,还需要 “边缘” 的
给力,以应对战场的不确定性,尤其智能时代,人工
智能技术在各作战域的广泛渗透,无人作战单元游
离在 “体系” 边缘,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以意
想不到的形式发起攻击,从体系最薄弱的地方获取
局部、短暂的优势窗口,快速进行纵深拓展,扩大战
果,就像 “新冠病毒” 一样.
本文从 C2模式的角度深度剖析最初新冠肺炎

疫情风暴中心 “平民英雄” 崛起事件,并从这一事件

上升至中国抗疫与世界抗疫的宏观叙事,阐述强化
“中心” 和弱化 “中心” 两种不同模式导致的不同效
果,结合智能时代军事领域指挥控制面临的挑战,提
出边缘 C2概念、边缘 C2崛起的过程和本质. 通过
研究,形成以下结论:

1)智能时代宏观作战体系的中心化 C2仍然是
一种不可或缺的 C2模式.

2)边缘 C2的崛起同样也是宏观作战体系在智
能时代应对不确定性不可或缺的 C2模式.

3)边缘 C2的崛起是作战行动单元与 C2单元的
角色互换,本质上,是 OODA环和 PREA环两种机理
转化.
通过本文研究,建议作战行动单元 (包括舰、艇、

机、车等) C2系统建设需要充分考虑边缘 C2崛起
的需求 — 从作战行动单元转 C2单元, 或从 C2单
元转行动单元,过去以 OODA环为唯一理论指导的
建设思路已不适用于未来战场,智能时代,需要充分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作战单元 C2系统既可实施
OODA环,也可实施 PREA环,并可在两种模式间快
速转换.当前,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为边缘 C2
模式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平行理论与平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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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技术的发展[17−19],如平行军事体系、平行指挥控
制等新概念及相关技术正改变过去的传统模式,在
模式机理上,平行智能与 PREA环实现了完美的结
合,平行理论的数据四胞胎与 PREA环的 4个环节,
建立了过程与状态的关联[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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