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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战斗”环境是一个充满“0和1”的世界，虽没有枪

林弹雨，但前行的道路上却也时常遍布荆棘，大家时刻都能感

受到肩上担负的强军兴军使命责任。

谷鹏冲
解放军某部工程师

军营内外

◎马 振 吴 震 本报记者 张 强

◎罗元凯 陈 真

◎王贵铭 陈延杰

◎成子龙 毋殿翔
本报记者 张 强

“5、4、3、2、1，点 火 ！”近 日 ，某 型 号 装 备

在解放军某部高原试验场区腾空而起。伴随

着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一条“火龙”出现在群

山之间。

面对监控画面中如此壮丽的场景，指控中心

的该部科技工作者们却无暇一瞥。他们全身心地

关注着眼前的飞行曲线和测量参数，监视着团队

新研系统的初次运行情况。某型号装备试验任务

风险大、复杂度高，为确保试验圆满成功，他们创

新研发了基于云平台的实战化导调演习训练系统

（以下简称导调演训系统），并首次投入使用。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几分钟后，指挥所

传出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是对团队人员的最

大褒奖。

记者了解到，该部牢固树立“科技是核心战

斗力”的思想，大力加强科研项目攻关、军事理论

课题探索等创新研究，该系统正是他们让科研聚

焦打赢、服务战斗力的生动写照。

“对我们从事装备飞行试验的科技工作者来

说，自己编写的每行代码都与试验成败相联系，

实时处理的每条曲线、每个参数都关乎飞行安

全。”一阵忙碌后，工程师王竞克把刚出炉的试验

数据结果载入系统，他利用任务间隙介绍道：“飞

行过程中，装备就像齐天大圣，导调演训系统就

是既要发挥它‘斩妖除魔’的本领，又要给它戴好

‘紧箍咒’。”

王竞克对他们工作任务的描述略显风趣，但

背后他们为之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从团队成员的

一双双“熊猫眼”上可见一斑。

“随着新型装备的性能指标不断提高，我们

执行试验任务的风险和复杂度也在大大增加。”

该部主任唐立表示，执行某重点装备平台试验任

务，是上级的要求。该任务具有涉及装备多、数

据类型杂、处理难度大等特点，如何让导调演训

系统实现多类型设备、多站点状态、多维度数据

的实时综合处理，是摆在该部科技干部面前一道

必须攻克的难关。

“原有的导调演训系统功能简单、处理能力

不能适应设备数据的快速增加，且运行的软硬件

系统陈旧，运行风险高。”负责新系统架构设计的

工程师谷鹏冲说。

针对系统研发存在的种种难题，该部组织多

名专家和业务骨干深入研究后发现，使用具有人

工智能的云计算系统，可以高速共享信息，其反

应智能灵敏，可大幅提升遂行大型试验任务能

力，于是将集中技术力量开发基于云平台的实战

化导调演训系统提上了议事日程。

负责硬件条件建设的工程师于建新经过仔

细研究分析，提出了全方位的新设计思路，数据

处理、数据仿真、导调控制等单元模块均采用多

线程分布式设计，实现了全系统云端智能化部署

和远程操控。

经过团队人员的集体攻关与努力，新系统如

期部署运行，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设计思路全方位创新

相比老系统，新研发的系统有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它可实现多个装备任务的并行准备及实

施，并可根据单次任务的信息处理要求弹性部署

软硬件资源。

“全要素预判和处理试验任务中的各类信

息，是导调演训系统的核心功能。”工程师范亚辉

介绍，团队创造性解决了各类信息的实时处理难

题，设计出多种异常情况下的数据模型，可以帮

助全系统各岗位人员实现在异常情况下的全流

程应急处置演练。

除了性能上翻天覆地的提升，新系统还实

现了自主可控，将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自己

手中。

工程师李鑫自豪地介绍：“新系统底层使用

了国产的云平台硬件服务器，部署自主可控操作

系统，软件从需求分析、方案设计到代码编写，全

部独立自主完成，系统安全性得到了整体提升。”

自投入使用以来，该系统以更加贴近实战的

状态对数据处理、指挥显示、安全控制等功能开

展应急测试，有效检验了任务准备阶段的人员匹

配性和岗位协调性，提高了官兵在异常情况下的

应急处置能力，圆满完成了包括预定重大装备平

台在内的多个试验任务。

“执行这种大型试验任务，以前可不能‘多

头’操作，‘分心’处理。”谷鹏冲坦言，现在大家

能如此高频率地执行多项任务，都要归功于新系

统的使用。

“以实战需求为牵引设计出的实战化导调演

训系统，令我们迈入了科技练兵的新阶段。”该部

领导介绍，该系统的应用将原有的单任务运行模

式升级为多任务并行模式，数据处理能力提升了

3倍，单次导调动作准备时长由原来的 10分钟缩

短为 30秒，减少人工操作岗位 50％，部队战斗力

得到显著提升。

多任务并行提升战力

顺利经过实战检验，谷鹏冲十分激动：“我们

的‘战斗’环境是一个充满‘0 和 1’的世界，虽没

有枪林弹雨，但前行的道路上却也时常遍布荆

棘，大家时刻都能感受到肩上担负的强军兴军使

命责任。”

系统研发期间，正值全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关键时期，部分骨干人员被隔离在异地。

顺利返回单位后，为确保系统研发进度，确保后

续既定装备试验任务的准时完成，参加系统研发

的团队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全封闭式管理。

困了累了，就在声音嘈杂的机房里伏桌趴一

会，饿了就泡一桶方便面。团队成员们说：“个人

生活可以将就，工作不能将就。”

新系统的成功上线，要归功于团队全体人员的

努力，也要归功于该部在科研管理上做出的探索。

近年来，该部探索完善首席专家、挂钩带教、创

新团队等培养激励举措，加大智能算法、并行算力、

大数据等创新技术投入力度。同时加快推进技术

体系建设，首次系统地建立了具有单位特色的技术

理论体系；创新建立了以实物、半实物、仿真为主的

科研试验环境，具备远程监控诊断、远程技术支援

等能力；深度参与重大演训任务，实现了思维理念

更新、核心技术能力提升、部队转型发展。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该部先后取得军队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24项、三等奖61项。更

重要的是90%的科研成果已转化为战斗力。

上下一心勇攀科研高峰

把导调演习训练系统放上把导调演习训练系统放上““云端云端””
推动战斗力显著提升推动战斗力显著提升

盛夏，夜晚的平静被一通电话打破。

“信火一体，准备突击！”夜训值班的侦测员

梁延丰侦收到了蓝军的通信明话。

紧急情报直达中军帐，灯火管制、整理伪装、

末端电子防护、伴随干扰……各站全部进入一级

战备。红军各部紧急动员，侦察与反侦察，干扰

与反干扰，渗透与反渗透，激烈的博弈在无形空

间内进行。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毕业综合

演练在驻地城郊东西两地同步打响，新装备列阵

沙场，各要素深度融合，数百名毕业学员混合编

组，在无形战场书写青春答卷。

“军队院校是科技强训的先行者，作为未来

的基层指挥员，要带头研装用装，推动新装备成

建制成体系形成作战能力。”演习执行导演欧宗

伟说。

为拓展学员能力边界，此次演练中，包括战

役级装备、科研训练系统等在内的多台（套）高精

尖装备、系统纷纷列阵沙场。导演组鼓励学员大

胆围绕新装备应急应战进行专攻精练，让好钢出

炉前再淬一把火。

为解决训练效果评估难的瓶颈问题，该院某

教研室还携带最新研发的装备数据采集与评估

系统亮相演练场，利用信息化手段，对红蓝双方

战训情况进行跟踪考评。

方舱内各类数据飞速流转，紧张激烈的战斗

一触即发。

为充分发挥“磨刀石”作用，蓝军在目标设

置、作战运用上动足了脑筋，指挥席位和指挥信

息系统构建上完全仿照强敌设置，演练大量运用

从全军重大演习演训与部队驻训活动中采集的

真实目标，让学员在实战实装、实情实兵中摔打

磨练。

演习开始后，现有通信只能将情报单线传到

指挥所，各站间无法高效协同。蓝军发出一个虚

假信号，各侦察站点报上来的数据五花八门，甚

至出现漏情。这可使本科学员、某侦察分群指挥

员司朋冲犯了难。

在情报整编席主任陈海峰的指导下，司朋冲

将战场网络全部串联了起来，问题迎刃而解。

演习第六天，导演部下达决战指令。

此时，司朋冲已胸有成竹。他通过串联网络

进行指挥，各类情报数据及时传输到指挥所和各

分站，情报融合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技术升级的背后，是人员的深度融合。

演习开始前，导演部打破学科专业与人员层

次，实行混合编组，来自各军兵种的任职培训学

员与研究生学员、本科毕业学员分别担任各级指

挥员。

连续 8天的跨昼夜演练，给学员们提出了一

个又一个系统的、综合的实践难题。学员们在战

斗任务的牵引下，在实践中整合知识图谱，加快

知识积累向能力塑造的转化。

记者看到，演练归来，年轻的准军官们收获

满满。肩扛着使命与责任，他们已准备好奔赴新

的征程！

秣兵电磁战场，为年轻准军官再淬一把火
◎王宗怡 卢锦青 张世初

本报记者 张 强

高原砺剑，战鹰呼啸。近日，第 76集团军某

陆航旅机场跑道上，数架战鹰整齐列阵，蓄势待

发，一场直升机跨昼夜编组实弹射击演练即将拉

开战幕。

“猎鹰编队可以起飞，立即出动。”上午 7 时

30 分，飞行员们收到指令迅疾行动，驾驶数架战

鹰从西北某机场起飞，完成增速、转弯等动作后，

按照低空战术，编组前出实施抵近侦察。

该旅领导介绍，此次演练全程融入战术背

景，采取战场平移、缩小场地、实景模拟等方式，

运用空地火力打击、多路立体攻击等手段，深入

研究探索作战对手、战场环境和战法打法，大力

推进战训耦合，加速陆航部队战斗力提升。

“前方发现‘敌’雷达侦测！”片刻后，直升

机编队已经临近“敌”防御前沿，此时担任长机

机长的卞军涛突然接到“敌情”通报，随后他立

即指挥编队下降高度并保持无线电静默，依托

山谷地形进行超低空隐蔽机动，顺利规避“敌”

防空雷达探测。

“152、155 可以攻击！”收到指令，只见各机

组立即从正、侧方交替掩护快速突进，抢先占领

有利发射阵地，充分发挥空地导弹远距离射击优

势实施远距离精确打击，在首轮攻击中就对“敌”

重要目标造成了 60%以上的损伤率。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卞军涛驾驶直升机刚

刚完成打击就突然被侦察锁定，他立即发射红外

干扰弹，快速拉起高度，一个跃升倒转，一发发火

箭弹随着急速俯冲的直升机连续朝目标射去，成

功实施火力覆盖，随后卞军涛沿预定航线返回起

降场进行油弹补给，准备开始下一轮行动。

转眼，夜幕降临，直升机编队再次升空，由

于夜间能见度低，观察距离受限，加之高原环

境下气温骤降、气流紊乱，需要更加警惕“敌”

情。飞行员们根据仪表变化不断调整直升机

姿态，同时保持战术动作，借助夜视镜和微光

进行目标搜索。

茫茫夜空中，直升机犹如点点星光向目标空

域快速移动，指挥员指令下达的一瞬间，卞军涛

随即按下发射按钮，连续出膛的火箭炮从空中直

冲预定目标，地面瞬间火光四溅。

临近子时，演练顺利结束，战机降落在跑

道。飞行员们利用机载设备、观瞄系统对火力打

击效果进行毁伤评估，对战术战法运用、隐蔽突

防方式、打击命中精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并

对不同气象条件、不同载弹量、不同发射方式情

况下弹药命中及毁伤情况进行数据采集分析，进

一步总结积累作战经验。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我们的演练通

过模拟真实战场环境，真正让官兵做到了专攻

精练、平战一体。”该旅领导说，接下来，他们还

将大力推进实战化飞行演练，全面提升飞行员

在高原复杂环境下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素质

本领。

跨昼夜实弹射击 高原战鹰磨砺羽翼

七一前夕，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初心
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官兵时刻铭记入党初心，扛起新时代革命军人
的责任担当，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实际行动为党和
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张英锴摄

重温誓词铸军魂

“迅速占领就近阵地，对敌实施突击。”盛夏午夜，火箭军某旅一场发

射演练激战正酣。与以往上百人依令而动的“大场面”不同，分散部署的

数个发射车陆续出击，指挥模块与保障模块蛰伏待命。这是该旅根据装

备特点，创新指挥和保障模式，科学调配作战力量，锤炼发射架独立遂行

任务能力所带来的新气象。

据了解，该旅在加强号手培养、促进要素融合基础上，探索模块化编

组指挥、发射架独立保障新模式，将发射营划分为指挥模块、作战模块和

保障模块，由营指挥所规划调度，根据作战区地形地貌、阵地分布等情况

分散部署。发射架从以往依附于营指挥所，转变为分散部署和自主保障，

有效提升了部队隐蔽性、机动性。

“实现‘架架独立’，关键是保障独立。”该旅政治委员司建平介绍，每

个发射架官兵不仅是操作号手，还兼职修理员、卫生员等岗位，确保每个

发射架（包含保障单元）能独立解决简单的装备损坏、人员受伤等特情，遇

到重大损伤时能在保障模块支援前实施预处理。他们还为每个发射架配

备了简易厨具和净水装置，融合快餐化保障途径，保证官兵在隐蔽待机和

长时间机动作战期间能吃上新鲜热食。

火箭军某旅优化编组

探索“架架独立”新模式

近日，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组织 700 余名生长军官学员进

行“决胜—2022·南京”指挥编组作业网上演练。演训大厅内，红蓝对抗激

烈交锋、硝烟味儿十足。

据了解，该校区坚持通过实战牵引人才培养，深研战教耦合新理念，

创新平台练兵新模式，并将技术革新多项成果嵌入教学训练。此次网上

演练所依托的某型“综合模拟训练系统”正是技术革新成果之一。

该系统着眼炮兵分队作战编成进行实装仿真、席位设置和演练编组，

可仿真多型装备，涵盖作战指挥全要素；能够在特定的战术背景下同时配

置多个席位；依托信息系统实现集团作业与编组作业、指挥作业与行动推

演、计划导调与临机导调全流程网上指挥协同演练。

“这套系统很好地模拟出了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让我隔着屏幕也闻

到了浓浓的‘硝烟味’。”驾驶员甘雷说。

导调组尤新生教授介绍，随着实战化演训深入推进，校区不断加强模

拟化、对抗性手段建设。依托模拟训练系统，可提升学员战术素养水平和

组织指挥战斗能力，持续推动军队院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嵌入技术革新成果

演练更有硝烟味

近日，在武警青海总队机动第一支队组织的一场模拟火车反劫持对

抗演练中，担负解救“人质”主力的特战一中队，发现一名“人质”身上绑有

“电子炸弹”后，决定派出一名去年刚转入搜排爆专业的年轻士官李滨去

完成此次“排爆”任务。李滨沉着冷静，小心翼翼地对“爆炸物”进行检查、

识别、上报。终于，在距离“引爆”的最后 3分钟内，成功拆除“爆炸物”，用

实力回应了别人对他的质疑。

“我可是经过专业培训并成功取得上岗证的选手。要不然中队也不

可能派我去完成这么重大的任务。”李滨自豪地说。

该支队支队长赵华介绍：“我们结合部队担负任务的实际和爆炸恐怖

袭击管控难、类型多、手段新、危害大的特点，按照‘先训后用、持证上岗’

的原则，确保每名搜排爆队员都能成为‘刀尖上合格的舞者’。”

该支队紧扣搜排爆队队员能力提升，以《军事训练大纲》《搜排爆专业

训练教材》等为依据，针对每名搜排爆队员设计了精细的成长路线，制定

了科学的训练套餐，将爆炸理论知识和搜排爆技术在各种环境中如何灵

活运用作为集训的重点内容，并参照武警部队特战专业士兵职业技能鉴

定等级考评标准和武警部队特战专业训练等级评定中的等级评定标准，

对搜排爆队员进行评定、定级。顺利通过考核的搜排爆队员，待取得支队

颁发的上岗资格证后，方可上岗。

“现在，每个特战中队至少有 3 至 4 名取得上岗证的搜排爆队员，对

我们高效执行各类任务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该支队副支队长许

登亮说。

先训后用，持证上岗

打造刀尖上的合格舞者

◎李德基 王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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