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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丁国如聚焦

电磁频谱这一领域，勇于

探 索 创 新 ，潜 心 教 学 科

研，倾心科技强军，取得

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

成果和服务备战打赢的

应用成果。

军中典型

◎云利孝 李 颂 李 欢
本报记者 张 强

火箭军某部启动

部队演训信息化改造，

通过引接、嵌入等方

式，在野外演训场重要

道路及训练点位、操作

号位，安装红外感应、

声音采集、移动物体自

动跟踪的高清摄像头，

建成一体化“云端”指

挥控制平台。

◎彭玥韵 戚勇强

在冬日的东北密林，战车轰鸣、激战正酣，火

箭军某部一场战斗突击检验任务演练正火热展

开。该部中军帐内弥漫着浓烈的战斗气息。

“蓝军对我部实施电子干扰，指挥通信系统

遭损，通信中断，无法对上对下通联……”随着特

情下达，作战参谋只轻点鼠标、输入几个关键代

码，一整套预案和不同的处置方法就出现在“云

端”显示屏上，成为参考决策的“锦囊妙计”。

记者了解到，火箭军某部此次将科技创新成

果运用于演训场，打通了“云端”指挥平台运用

“最后一公里”，提升了部队战斗力。

“命你部于 10 分钟后占领阵地……”演练刚

一开始，行进在密林中的发射一营就接到命令，

营长殷俊迅速做出部署，指挥部队强行军向目标

地域开进。

另一边，指挥所内“云端”平台中心，屏幕上

正实时显示该营行进的路线动态图和实景画面，

10 余名导调员紧盯着显示屏，对作战行动进行

打分。

“前方遭遇‘敌特’袭击，前方道路损毁，人员

受伤。”发射一营官兵刚开拔，导调组便下达特情。

“还没开打就如此‘刁难’，以往可没这么

急。”殷俊思索半天，决定和往常一样见招拆招。

摸清敌情后，他立即组织前往救援，让其他车辆

选择备份路线机动。

发射一营官兵迅疾而动，很快完成人员救护

和道路抢修后继续行进。不承想，好不容易来到

开阔地带，导调组又下达新特情“西南方向 5 公

里处发生核爆”。

短短时间里，远程导调及时灵活，“战场”情

况复杂多变，更加贴近实战。

“以往组织演训考核，部队走到哪导调员就

跟到哪。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有了信息化平台支

撑，导调员不再‘兵撒千里’。”该部领导介绍，过

去每次演练，预先号令一下达，部队全部撒开分

布在几十个点位。即便将导调员分散至每个点

位，仍然无法实现精准化、快速化、一体化的指

挥，演练考核质效大打折扣。

“能不能打造出实时监控部队行动和指挥通

信一体化的科技平台？”一次复盘总结会上，该部

党委“一班人”意识到，只有按照未来信息化战场

的要求，打造新型科技指挥平台，部队快反作战

能力和全域慑战能力才能得到有效提升。

该部随即启动部队演训信息化改造，通过引

接、嵌入等方式，在野外演训场重要道路及训练

点位、操作号位，安装红外感应、声音采集、移动

物体自动跟踪的高清摄像头，在指挥中心建立一

体化“云端”指挥控制平台。

平台一经使用，就给演训场带来了巨大变

化。一轮演练刚结束，指挥所立即远程组织部队

复盘总结——电子显示屏上，系统回放演练过

程，再现演练场景，参训分队认真对照考核问题，

列出单表一一整改。

远程导调让演练更贴近实战

“命你营于某时转进至 2 号作战区……”演

练继续进行，千里之外的指挥所内，作战参谋王

平坐镇调控席，利用“云端”平台隔空下达命令，

远在千里之外的四营受领命令后迅速做出部署，

指挥部队强行军，向预设阵地扑去。

“无人机空袭，四营行军暴露，遭‘敌’精确打

击!”车辆刚驶出洞库不久，便接到特情。

指挥所的“云端”指挥平台显示屏上清晰显

相隔千里指令瞬间送达

“接基本指挥所指令，命第二保障队迅速前

往 2 号作战区集中部署……”后方指挥所内，指

挥员对着“云端”平台下达指令，保障官兵快速出

动，密林丛中战车轰鸣、密语频传，官兵按照预案

迅速携带装具进入战位，各保障班组密切协同火

速朝着指定地域挺进。

“卫星过境，分队机动途中暴露，遭‘敌’精确

打击！”车队刚刚驶出隐蔽待机地域不久，便遭遇

特情。

“发射车遭‘敌’精打，左前轮胎破裂，请求保

障支援……”特情信息实时上传至后方指挥所的

“云端”平台上，坐镇后方指挥所的该部保障部部

长张君迅速研判，并做出部署。几分钟后，第二

保障队立即赶赴现场处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方路段出现小股

‘敌特’，2 名号手‘受伤’，立即组织救护！”现场

指挥员立即组织官兵下车防护，警戒号手迅速展

开警戒，等待卫勤部门将“伤员”送到后方。后方

指挥所临机下达指令，卫勤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

场，迅即组织抢救并将“伤员”送回后方。

“通信中断”“装备受损无法使用”“油箱破

裂”……特情不断，后方指挥所灵活指挥，保障编

组按照“一组对一营”实施精确保障，发射车准时

到达发射阵地。

阵地上，随着一声声口令急速下达，各战位

号手忙而不乱，发射进程快速推进。最终，“点

火”指令准时下达，导弹成功发射。“‘中军帐’有

了‘云端’指挥平台，切实减轻了指挥所指挥压

力。”该部领导说。

刚刚从营指挥车出来的四营营长林波深有

感触地表示，由作战分队负责保障，一旦出现特

情，既要组织发射单元继续发射流程，又要命令

相关人员实施保障，极大地增加了指挥所的指挥

压力。有了“云端”指挥平台，指令实时下达，各

要素协同展开，极大增强了战斗力质效。

“只有对接保障、聚焦保障，把保障要素置于

逼真复杂的战场环境下摔打锻炼，才能缩短从平

时保训练到战时保打赢的差距。”该部战勤计划

科科长周浩说。

“战争是力量的对抗，也是科技的较量。自

从有了‘云端’指挥平台，战斗力步入‘快车道’，

我们打赢的信心也更足了。”某营营长韩勇说。

给后方指挥所“减压”

示，现场指挥员、四营营长林波判断形势后，决定

预设集结地点，组织车辆驶入密林进行伪装，小

群多路快速转进。

“通信中断”“装备受损无法使用”“号手受

伤”……面对不断出现的特情，指挥员沉着冷静，

组织通信配属进行抢通、设备手动应急操作、替

补号手接替操作，一道道险情得以排除，主线流

程平稳运行，发射车准时到达发射阵地。

正在此时，指挥所内的“云端”指挥平台上又

闪起了红灯：远在千里之外的四营在红外侦察机

临空时，未对车辆轮胎和发动机进行降温，被“敌

军”捕捉到热源，梯队行踪暴露。

“发射三营接替发射四营完成打击目标任

务……”指挥员立即在“云端”平台上输入几串

代码，屏幕上跳转出新的作战方案，并同步协

同至各作战单元。相隔千里，指令瞬间送达。

阵地上，随着一声声口令急速下达，各战位

号手忙而不乱，发射进程快速推进，场上“战味”

愈发浓厚。最终，“点火”指令准时下达，导弹成

功发射。

演练刚结束，“云端”指挥控制平台再次大显

神威——指挥所远程组织部队复盘总结：电子显

示屏上，系统回放演练过程，再现演练场景，千里

外的参训分队认真对照考核问题，一一列单对表

整改。

走下演训场，刚刚经历“战火”考验的三营营

长欧阳根华深有感触。他说：“以往组织演训任

务，信息传递速率缓慢，指挥模式单一，指挥员不

能实时看到演训场现场变化，只能通过文电等形

式上报部队行动状态。自从有了‘云端’指挥平

台，部队状态实时更新上传，战略决策意图更加

精准，以往含着‘水分’的虚假文电也无处遁形。”

““云端云端””指挥平台指挥平台
帮部队战斗力生成驶入帮部队战斗力生成驶入““快车道快车道””

军营内外

“向前沿目标发起冲击！”随着空降兵某旅连长李齐龙指挥口令的下

达，官兵们向“敌方”阵地勇猛冲锋，势如破竹。这是在滇中某地展开的一

场要点夺控演练。

但进入纵深地域后，“敌方”喷射的火舌逐渐把官兵们压制在丛林

之中。“弹药不足，请求支援！”不一会儿，主攻队队长任钊锋焦急的声音

传来。

电台那端，只见李齐龙拿出无人机控制终端，标注补给位置、明确携

带物资、划定飞行轨迹……一分钟后，挂载近百斤重物资的某中型旋翼无

人机迅速升空并飞抵战斗前沿。得益于及时的补给，官兵们顺利拔掉眼

前的火力点，愈战愈勇。

中军帐内，看到无人机出色的表现，该旅参谋长安猛露出喜悦的笑

容。“让‘科技+’亮相演训场，从此空降作战又有了新帮手。”他感慨道。

在此次演练中，该旅将运输无人机嵌入保障行动，充分利用其受距

离、时效、地形等因素限制小的特点，破解了空降作战陆路补给困难、大型

运输机补给易受攻击、精确空投系统成本高等难题。

战斗前沿，随着对抗进入白热化，助攻队伤员不断增多，战局一时间

僵持不下。“请求后送‘伤员’。”电台传来助攻队的讯号。后方阵地上，在

综合保障队队长陈遥的操控下，某大型无人机铁翼飞旋、迅即升空，一边

贴地隐蔽飞行、规避对空火力，一边搜索“伤员”位置、回传实况信息。

“发现‘伤员’位置。”陈遥说道，他远程操纵无人机迅速下降高度。在

地面战斗人员的协助下，一名名“伤员”被送到安全区域。

凭借无人机源源不断地助攻，“敌方”指挥所内火光冲天、烟尘弥

漫。

“迅速调整部署，准备防御！”直捣“敌方”“心脏”后，连长李齐龙并未

停歇。只见他一边检查防御部署，一边调整无人机补给态势。数分钟后，

随着防御要点坐标的发出，由 8 架某型四旋翼无人机组成的“蜂群”接续

升空，一次多目标精准补给的行动即刻上演。跨越十余公里，“蜂群”自主

协同、精确定位，一件件应急物资从后方阵地“飞驰”到各防御要点……

“迅速、隐蔽、精准。”李齐龙介绍了运输无人机参与战斗保障带来的

可喜变化，“战斗进程缩短了近一小时，人员‘伤亡’也大大减少。”

未来，该旅还将进一步探索无人机参与战斗保障的新模式，不断丰富

空降作战后勤补给手段，以保障力持续催生战斗力。

无人机参与助攻

空降作战有了新帮手

科技日报讯 高品质特色课程聚焦军事前沿、实战化教学实践对接未

来战场、实装演训和对抗式毕业设计充满了“硝烟味”……日前，在国防科

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信号处理系列课程”国家级教学团队的“‘以战领

教、为战育人’的创新实践”报告深受好评。团队负责人肖顺平教授感慨

地说：“是‘以战领教’给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该院“信号处理系列课程”主要讲授雷达技术与目标识别相关原理与

应用。这些专业知识背景深厚的课程，在之前的教学中存在贴近实战不

够、“硝烟味”不浓和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近年来，团队深入贯彻习近

平主席强军思想，构建“以作战需求为牵引”的课程体系建设，让课堂与战

场紧密对接。

他们按照紧贴实战、理技融合、技战一体的原则，建设了涵盖各培养

类型和教学层次的 30门特色课程，承担了 12个军队和学校的教学改革项

目，精选 40 个典型军事案例充实到各门课程中，并在本科学员中率先开

展对抗式毕业设计。一系列扎实举措将“为战育人”贯彻到各教学环节

中，让学员提前走向未来战场，有效增强“为战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结合承担的科研项目，该团队还研制出 30余套用于教学实践的型号

装备、试验装备和仿真系统，构建起全数字、半实物、对抗演练等多层次实

战化教学实践平台，同时按课程知识点整合成 15 个教学实践模块，为学

员参加创新实践、实装演练提供了有力支撑。他们还与相关部队建立了

多个实习基地，积极参加部队的实兵、实装演训，让学员受到“真刀真枪”

的实践锤炼，有效提高了学员的创新能力和作战运用能力。

聚焦实战化抓教学，“以战领教”结硕果。2020 年，团队获得军队教

学成果一等奖。毕业学员中有 23人次的论文入选国家、军队和省级优秀

学位论文，培养出一大批能担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王握文 张照星）

聚焦实战化抓教学

培养能担当强军重任的军事人才

科技日报讯“前些天反映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我要为县信访局

和退役军人事务局点赞！”近日，江西省全南县参战退役老兵罗志耕高

兴地说。

连日来，全南县委信访局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启动信访涉军联

调联动机制，主动走访现役军人及退役军人家庭，摸排梳理老旧小区排

污漏水、噪音源、安全隐患等民生难事 15 件，开通拥军优属解难办事

“绿色通道”，逐一跟踪协调督办抓落实，军人军属荣誉感、幸福感得到

明显增强。

该县现役军人刘俊峰深有感触地说：“身在部队的我不用再为家人的

生活担心了，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军营报效国家的信心和决心。”

（陈军明）

信访涉军联动

为军人解除后顾之忧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电波的滴滴声总是

那么急促，主人公李侠慷慨赴死的面庞，让我忍

不住热泪盈眶……”近日，陆军工程大学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丁国如特地去看了我国首部黑白转

彩色修复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在丁国如

看来，经典永不过时，重温经典就是要从中汲取

精神营养，努力当好“电波”新传人。

年轻、有冲劲、肯钻研……这是很多人对丁

国如的评价。

多年来，丁国如聚焦电磁频谱这一领域，勇

于探索创新，潜心教学科研，倾心科技强军，取得

了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成果和服务备战打赢的

应用成果。近日，丁国如被共青团中央评为“全

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勇闯“无人区”填补国际空白

“登高方能望远，科研学术的顶端，就是打赢

未来战争的制高点，军队要想在未来的战场上赢

得先机，就决不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给外人。”时

隔多年，丁国如都还记得他的导师、中国科学院

院士王金龙对他说的这句话。

彼时，丁国如刚参加工作。他暗下决心，一

定要瞄准科技高峰发起冲击。经过研究，他将目

光投向国际通信科研领域的“无人区”——非线

性信号处理与机器学习交叉领域。

由于这个课题过于超前，因此相关研究还是

空白，身边同事劝丁国如改变研究方向，但他始

终坚信，现实中很多场景都是非线性的，这一交

叉领域的研究在军事电磁工程中一定有很大的

应用前景。

抱着这样的想法，丁国如不断查资料、找数

据、做推演……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终于打通

了数学非线性处理和机器学习在电磁频谱领域

中的工程应用路径。最终，相关论文在国际顶尖

学术期刊《IEEE信号处理杂志》上发表。

在 3年后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智能通信

领域一位国际著名学者告诉丁国如，他的研究把

非线性数学和机器学习与通信信号处理结合起

来，在国际上起到了引领作用。

2020 年 11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了

联合基金重点项目立项评审结果，丁国如牵头申

报的某项目，获得批准资助。这是该校当年度唯

一一项基金重点项目。

“西方国家一直企图在关键领域遏制住我国

咽喉。电磁频谱领域是个无形的战场，各国均在

此领域展开激烈竞争。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有所作

为！”回忆起最初决定申报时的情形，丁国如说。

要做“顶天立地”的科研人

“军队科技工作者，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

在理论上要力求站在最前沿；立地，就是在成果

上要接地气，面向部队急需、打仗急用。”这是王

金龙院士经常说的一句话。

丁国如坚信，深化教战研战、突出为战育人，

是军队教学科研工作最应关注的问题。作为军

队科研工作者，必须把服务战斗力生成作为第一

使命、第一责任。

2018 年，作为陆军首批院校和科研机构当

兵代职干部中的一员，他主动请缨来到某合成

旅，当列兵、当副营长、开坦克，官兵们都喜欢

喊他“教授”。丁国如说：“每次听他们这样喊，

内心都有一种‘一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的使

命感。”

一次训练中，同坦克的列兵一脸憨厚地问

他：“教授，坦克在山上训练，为什么电台时通时

不通，您能不能帮我们解决？”这个因地形遮蔽造

成的简单问题，却是一个部队实战实训中面临的

难点。

“怎么解决呢？无人机中继，可不可以作为

复杂地形环境下解决信号传播问题的一个方向

呢？”回到学校后，他立刻把想法跟教研室的专家

们商量，并得到大家认可。经过研讨，他们提出

“某复杂地形下无人机辅助的空地协同通信”这

一研究课题。

3 年来，丁国如和他的团队调研走访了各

个战区任务部队，反复试验、论证和改进。最

终，这一课题成了他们研究成果最丰硕的领域

之一，相关成果斩获了多个国家和军队级科研

奖项，多项技术正在向实战应用转化，得到了

部队充分认可。

“在新的起点上，只要不断增强志气、骨气、

底气，科研工作者就一定能够在与强敌比肩的科

技赛道上，跑出打赢的‘加速度’！”丁国如直言，

未来不容轻慢，胜利不容有失。

勇攀电磁频谱科技高峰的“电波”新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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