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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宁 朱梦莹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营内外

入伍27年来，杨提军累

计排除隐患 150余处，完成

发动机定检工作 290余次，

保障直升机安全飞行上万

架次，先后圆满完成重大任

务 30余次，培养机械师、机

械员 200多名，被战友们亲

切地称为“战鹰守护神”。

◎张 曦 何朝楠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中典型

◎钟福明 何林洁

“村里有一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见到沈晓芳时，让

人不禁想起一首老歌《小芳》。人如歌言，这位军校里的晓芳教员不但

温柔善良，而且一笑起来就会露出两个小酒窝。听说，不少学员争着给

她当课代表。

沈晓芳，不爱红装爱武装，从小就向往军营。如今，她已是火箭军

工程大学基础部物理教研室副主任，并荣立个人三等功。

“我要上军校！”上高中时，沈晓芳就在课桌上贴了这个目标。1997

年，她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了军校，却因视力与标准相差 0.1 与军校擦

肩而过，最终选择了地方大学。

本以为军营梦想就此破灭，大学毕业后，恰逢国家出台地方大学生

可应征入伍的政策。经过层层笔试选拔、面试应聘，她最终脱颖而出，

进入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成为一名军校教员。

“未能成为军校学员，4 年后却到军校教学员。”沈晓芳坦言，她能穿

上军装，是乘着改革的东风，曲线圆了梦。

然而，入校后第一次上课，她却“掉了链子”——因为紧张，说话的

语速太快，45 分钟的课 30 分钟就讲完了。的确，初为人师，还未掌握好

授课方法，讲的人累，听的人更累。课后她虚心向老教授请教，为了讲

好课，她加班在教室模拟授课，一遍遍地打磨讲稿。

2016 年，该校鼓励教员到学员营代职。作为女教员，虽然到以男生

为主的学员营或多或少有点不方便，但她还是主动报了名，并选择了挂

科人数全年级最多的一个后进学员营，担任副教导员。那个学期，她所

带的营在统考课中夺得第一，打了个翻身仗。学员们都说：“考不好，真

的感觉对不起沈教员，她就像我们的姐姐一样。”

随着 2018 年军队改革的推进，火箭军工程大学基础部的教员都面

临着要么转改要么离开的选择。虽然关于转改利与弊的讨论很多，但

沈晓芳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转改，她说：“我的想法很朴素，如果大家都

转业走了，这么多学员，谁去给他们上课呀？强军事业容不得讨论个人

得失。”

换了戎装，不换跑道。转改后，沈晓芳被任命为教研室副主任、党

支部副书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她始终保持冲锋的姿态。她说：“虽

然脱了军装，多少有些不舍，但现在只是衣服颜色变了，事业的舞台并

没有改变。我必须乘风破浪，勇往直前，继续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

换戎装不换跑道

这里有个姑娘叫晓芳

科技日报讯 近日，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郑州校区某教研室“百人

登台对党说”学习活动现场，室主任王博琦副教授一席话引发了大家的

思考和共鸣。有学员表示：“通过系统研读学习党史，让我更加看清了

我是谁、为了谁，实现了思想境界的又一次飞跃。”

据了解，为将党史学习教育落到实处，该教研室所在系汇集官兵智

慧，打造了百年党史全员读、百堂党课在线看、百问百答竞相学、百个

故事大家讲、百篇体会扎实悟、百位党员百面旗的“6 个 100”学习教育

模式。

在“百堂党课在线看”活动中，他们把权威机构发布的 100 个党史党

课微视频搬进教育课堂，帮助大家从内涵到外延深入学习理解，有效拓

宽眼界视野。“百名党员百面旗”主题实践的目的是践行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当党的十九大代表万明杰教授和防空兵器领域专家王卫平教

授等出现在训练场担纲主讲时，全体教员和参训学员群情激昂，“我是

党员向我看齐”成了他们的宣言和行动。

（马步青 刘卫星 姜阳）

“6个100”

将党史学习教育落到实处

近日，武警湖北总队武汉支队组织特战队员实装集结，跨区机动至近
200公里外的陌生地域，最大限度模拟真实战场环境，在陌生地域、陌生
环境、陌生作战条件下，全方位检验和锤炼部队反恐制胜能力。图为特战
队员正在进行山地捕歼战斗。 张志伟摄

模拟真实战场

淬炼反恐制胜能力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天山腹地某机场铁翼

飞旋，引擎轰鸣，一场实战化战术演练即将拉开

战幕。

“演练即将开始，直升机需要排除故障。”几

名机械师在开飞前的检查中发现一架战鹰突然

“趴了窝”，几度尝试无果后，大家急得脸色发白、

愁眉紧蹙。

“不要慌，先看仪表，再查电源……”一名身

材健硕、皮肤黝黑的老兵跑了过来，沉稳地带着

大家排除故障。

“飞行参数恢复正常，可以继续执行任务！”看

着重新振作的战鹰，几名机械师长舒了一口气。

几分钟后，数架战鹰连续腾空而起。这位老

兵双眼盯向跑道尽头，目送着他维护的战鹰腾空

而去。

这位老兵就是被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

官兵亲切地称为“战鹰神医”的空中机械师杨提

军。前不久，他被评为全军装备保障先进个人。

勤学苦干练好“硬功夫”

武警直升机，绝对是高科技产物，机务专业

涉及的更是高科技前沿知识，这对杨提军来说是

不小的挑战。至今他还记得那一段与战鹰相处

的峥嵘岁月。

枯燥难懂的高科技专业理论，纷繁复杂的电

子元件，纵横交错的油气管路……让第一次接触

直升机的杨提军头昏眼花。

“专业学不精，不算合格兵。”杨提军不断给

自己加油打气。他白天钻机舱、摸管路、练操作；

晚上读教材、看图纸、背规程，经常在机库一泡就

是一整天。

寒冬酷暑，永不言弃。正是凭着这股“蚂蚁

啃骨头”的韧劲，杨提军渐渐对这些“铁疙瘩”的

“脾性”了然于胸，逐渐能够在直升机上千个零

件、数百条油路和上万个数据的处理中游刃有

余，慢慢练就了“技术参数一口清、原理图一笔

成、随机工具一摸准”的硬功夫，也让他从普通一

兵逐渐成长为支队金牌机械师。

前年，部队列装某新型直升机，为了尽快掌

握直升机的各项性能，杨提军趴在滚烫的机舱盖

上听声音，爬进蒸笼般的机舱内查油路，反复默

画原理图，核对各项数据……整整一个多月吃住

在机库，他和战友们加班加点整理出直升机检查

保养方法，梳理出机务准备阶段的检查内容清

单，在武警部队被广泛推广和应用。

尽心尽责当好“定盘星”

维护直升机，每个机械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方

法，问及杨提军的窍门，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应该是尽心尽责吧，我们一手托着国家巨额财产，

一手托着战友生命，哪只手打滑了都会出大事。”

一次，部队组织飞行训练，战鹰振翅待飞，准

备升空。在辅助飞行员检查驾驶舱设备时，杨提

军突然发现停机坪上有一小片淡红色。

“有问题！”他眉头微蹙，表情瞬间严肃起来，

迅速通知了飞行员邓昌洋。

飞行员邓昌洋赶紧走下座舱询问情况，杨提

军用油乎乎的手朝机坪一指:“液压油！”打开整

流罩，机腹下一股淡红色的油液顺着机体侧壁流

出。经查，这是液压油箱上液压管意外破裂导致

的。战鹰带病上天，液压油漏完，飞行员将无法

操控战机，后果不堪设想。

“机务无小事，有事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达不到 100分就是 0分！”这是杨提军在工作中给

自己定的标准。完成这个标准需要极度的责任

心和精湛的技术。

最值得战友们称道的，是在天山腹地实战化

演练途中的那次“生死抢修”。

飞行中，杨提军乘坐的直升机突然上下左右乱

摆，机身也剧烈振动起来，仪表盘不断发出警报。那

一刻，机舱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令人窒息。

“别慌。”杨提军镇定下来，他一手攥紧安全

带，一手抵住机顶，眼睛死死盯着仪表盘。1 秒、

2 秒、3 秒……杨提军迅速检查了各系统运转情

况并作出判断——这是尾桨粘弹阻尼器的关节

轴承断裂所致。

“让我来！”生死关头，杨提军侧卧在机舱内，

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修了起来。时间一分一秒

地过去，舱内所有人看着他被汗水浸湿的后背，

都屏住了呼吸。

3分55秒后，飞行参数慢慢恢复正常。20分钟

后，直升机安全着陆，战友们都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入伍 27 年来，杨提军累计排除隐患 150 余

处，完成发动机定检工作 290 余次，保障直升机

安全飞行上万架次，先后圆满完成重大任务 30

余次，培养机械师、机械员 200多名，被战友们亲

切地称为“战鹰守护神”。

倾囊相授讲好“机务经”

作为支队军龄最长的机务兵，杨提军是飞行

员能以命相托的战友。他总随身带着个小本子，

谁的检查路线出错，谁的检查程序有误，都一一

记上，过后再对战友们进行讲解。

其实在杨提军心里藏着一个想法，就是把多

年勤学苦练所得的“机务经”传下去。

在机务这样的关键技术岗位上，绝活就是

“铁饭碗”。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可杨提

军不信这个，从不藏着掖着。多年来，他亲手带

出了 20余名徒弟，为支队培养了 200多名技术尖

子，他们在机务岗位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机务人员队伍是武警空中力量主体战斗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带出更多能够担当保障

打赢重任的机务人才，杨提军花了 5 年时间，将

以前写下的工作心得、记录的故障笔记分门别类

整理，逐条附上自己的经验做法，写成《直升机疑

难故障排除汇编》，以标准教材的形式送给身边

战友，供他们学习。

“以前，培养一名合格的机务人员必须经过

5 年的时间，但在杨提军的带动下，机务人员的

成长周期缩短了近三分之一。”支队政委韩伟告

诉记者。

如今，进入军旅生涯倒计时的杨提军把传帮

带当成自己的最重要的任务。这名已保障安全飞

行5000余小时的老机务兵说:“实现强军梦不是一

两个尖子的事情，而是要让尖子播撒更多的种子。”

上万次战鹰腾飞背后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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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届全国兵棋推演大赛“机—机”智能

博弈专项赛中，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智能

规划与目标工程研究团队研发的作战辅助决策

智能体“战颅”升级版“战颅二号”，上演了一场扣

人心弦的“戏码”：在敌方抢占先机向它发起猛攻

之时，它展开了强力反击，最终以 1 架飞机的优

势反败为胜。

现代战争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指挥员

个人的脑力运算很难实现快速最优决策，需要指

控系统这个“机器大脑”辅助决策甚至替代指挥

员执行部分决策。如何使“机器大脑”各要素协

同更密切、信息处理更高效、决策更精准，成为战

场上辅助决策的“最强大脑”，该团队一直在思考

和钻研。

探索智能决策“无人区”

提起人工智能算法，“战颅”首席设计师冯旸

赫如数家珍。2012 年攻读博士期间为了完成某

项目研发，他与人工智能算法结缘，从此开始系

统的学习和研究。

2016 年 AlphaGo（阿尔法狗）战胜世界围棋

冠军，令人工智能名声大噪。对于这个结果，冯

旸赫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就敏锐地觉察到，智能

化时代即将到来，将智能化技术运用到军事领域

将大有可为。

冯旸赫与同事们交流了自己的想法，大家一

致认为军事智能化是一个重磅课题，甚至可能是

制胜未来战争的关键，团队当即把军事智能研究

列入了重大项目研究计划。

“我们的研究方向是复杂对抗环境下作战智

能决策问题，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还属于无人

区。”程光权副研究员介绍说。

团队定下了达到一般人类智能水平的阶段

性研发目标。集中攻关 4 个月后，他们最终基于

兵棋推演平台研制出了融合知识推理、监督学

习、集成学习和强化学习等一系列方法的作战辅

助决策智能体，并将其取名为“战颅”。

团队成员吴克宇表示：“我们在摸索中遇到

了很多技术难关，‘战颅’面对的对抗环境中实体

多、变数多、空间大、规则复杂，对动作、速度等精

准度要求极高，远超 AlphaGo 等人工智能所要处

理场景的复杂度。”

好的理论推演结果曾让冯旸赫对实战效果

信心满满。但和真人进行实战对抗时，“战颅”暴

露出智能化水平低、结果不稳定的弱点，效果并

不尽如人意。

问题出在哪里？团队经过反复试验后发现，

与理论推演中设置的理想环境不同，作战环境充

斥着不确定性，态势难以感知、目标不易评判、信

息不够完全影响着“战颅”的决策。团队认为，单

纯对标 AlphaGo 的研发思路，直接运用深度学

习、强化学习等算法对“战颅”行不通。

基于多年对运筹和规划问题的研究积累，团

队调整了技术路线：将传统的优化方法和智能化

算法相结合，突出规则和经验性知识，综合实体

模型和人的经验，分阶段、分场景处理。终于，

“战颅”的智能越来越强大，在实战对抗中表现也

越来越好。

“战颅”以全胜战绩赢得冠军

在人机大战中，红方“米格”战机出发不久，

蓝方各传感器已侦察到对方信息，迅速派出大批

战机升空压制。“米格”刚一进入战斗射程，蓝方

便发动进攻。一番纠缠，“战颅”凭借强大的计算

性能，不仅能利用战机的盲区进行规避，而且能

抓住有利时机精准打击，红方战机接连被击落数

架。首场交战，“战颅”就以 770分的高分获胜。

这是第三届全国兵棋推演大赛“人机挑战

赛”场景。大赛吸引了全国 11 名优秀人类挑战

者参与，他们与“战颅”展开了 22 场激烈对决，

最终，“战颅”以 22 场全胜战绩赢得冠军，也标

志着我国走出了智能决策技术落地应用的重要

一步。

挑战者王俊翔与“战颅”交手后表示，“战颅”

的优点是数据分析和学习的能力强，能针对人类

选手的操作，根据实时态势改变应对策略，擅长

精算、细算。

实际上在开赛前，“战颅”便已与 48 名选手

对战了 36场，并保持全胜战绩。58场全胜，如此

“神操作”，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冯旸赫介绍说：“赛前，我们利用人与人对抗

产生的优质数据和机器自打产生的大数据对‘战

颅’进行了充分训练。截至参赛，‘战颅’一共训

练了 136天，每天自打 160余场。”

光鲜亮丽的背后，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付

出。备战比赛阶段，团队在实验室安营扎寨，每

天都工作到深夜。

“从近一个月的参赛表现看，‘战颅’不仅学

会了一些人类选手的经典战法，还独创了特有的

战法战术。”团队负责人黄金才研究员表示，人工

智能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指控系统的自动化程度

和打击精度，是夺取未来战场制高点的关键。

升级版“战颅二号”战法更灵活

与往届全部使用行动指令、控制实体作战的

“人人对抗赛”“人机对抗赛”不同，第四届全国兵

棋推演大赛首次设置了“机—机”智能体博弈专

项赛，比赛采用任务级兵棋推演平台，作战任务

为海空联合攻防。

团队派出了“战颅”智能体的最新升级版

本——“战颅二号”。最终，“战颅二号”以 107 分

的高分排名第一，勇夺“机—机”智能博弈专项赛

冠军。

“在交战中，我感觉到‘战颅二号’的战法很

灵活，每一步决策都精准到位，给人一种难以攻

破、难以防守的感觉。”与“战颅二号”交锋的选

手说。

“‘战颅二号’完成了联合防空、对海攻击以及

空中作战3个模块的任务，通过模块间的组织，‘战

颅二号’能够面对不同的敌人选择不同的打法，做

到敌变我变。”冯旸赫表示，今年的比赛中，智能体

不再是给飞机、舰船等实体下达“动作级”指令，指

挥它们具体往哪个方向行动，而是凭借具有自主决

策能力的智能化模型，让实体完成如巡逻、侦察、开

火等“任务级”指令。经此改进，实体具备了“主观

能动性”，能像人一样根据战场态势机动灵活地执

行智能体下达的命令，这不仅提高了辅助决策的效

率，也有助于探索更加出其不意的战法。

对抗过程中，凭借战法模块间的任务调度、

力量配置、任务触发，“战颅二号”一路高歌猛进，

任凭对方智能体使出“绕后偷袭”“强力防守”“猛

烈进攻”“诱骗导弹”等多种战法，它都能精准研

判态势，快速形成决策，一一击败对手。

走下赛场，团队领军专家刘忠表示，要继续

将数据、知识和机理很好地融合，将运筹规划和

知识推理、强化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探

索智能博弈的新机理，推动智能规划技术的研究

落地，打造自主决策能力更强、学习能力更快、具

有较强场景迁移能力的新一代智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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