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来，正在海拔4300米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持续开展实战
化训练，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忠诚履行护卫祖国边疆的
神圣使命，在生命禁区叫响“戍边守防心向党，扎根高原铸忠魂”的战斗口
号。图为该团文艺骨干深入练兵场一线，进行训练动员的场景。

卢芝锐摄

戍边守防心向党

“1 号哨，雷达反制系统显示在你西南方向

上空发现一架不明飞行器，请启用无人机反制

枪，迫降不明飞行器……”近日，武警安徽总队合

肥支队展开了一场以“不明飞行器侵扰”为背景

的演练。哨兵庹威接到指令后迅速操作反制枪，

果断有效处置。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演练率先发现不明飞

行器的不是哨兵，而是该支队引入的无人机反制

雷达系统。嵌入该支队执勤信息系统后，无人机

反制雷达系统能够感知执勤场所周边 3 公里范

围内“低慢小”飞行器的具体信息，锁定目标并及

时报警。

记者了解到，这只是该支队加强执勤网络信

息体系支撑、加快智能化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该支队准确把握执勤安保面临的深刻变化，

抓住“信息”这个关键要素，积极发挥科技在组

勤、值勤、管勤、联勤全过程中的作用，为忠实履

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清单履职信息模块智能
提升执勤效能

“系统提示，监控员现需提醒哨兵进行游动

巡逻。”前不久，某中队值班室，嵌入执勤信息系

统的清单履职信息模块发出语音，提示监控员履

行职责。

正在查勤的中队长刘红亮介绍，执勤工作要

抓住哨兵这个主体。该支队依托信息技术开发了

清单履职信息模块，实现了执勤工作由“人力盯”

转向“系统管”，让勤务组织管理由粗放转向精细。

该模块将“三员一兵一组”工作任务细化后形

成履职清单，执勤人员通过操作信息系统和终端设

备，实现点击巡查、信息录入、语音互通、指纹打卡。

系统可以自动记录执勤人员履职过程，并用红、黄、

绿三色标记区分执勤人员的履职完成情况。

在对执勤工作实现清单记录的基础上，该模

块还增添了“报知情绪异常”和“报知行为反常”

两种功能。通过采集计算官兵基础数据，该模块

可生成个人常态情绪基准数据，与执勤过程中抓

拍的图像进行智能比对分析后，系统可自动识别

执勤官兵异常的情绪和行为，并发出预警。

“前几天，我在一次上哨中十分困倦，但只要

闭眼超过 15秒，就会收到预警提示，没多久困意

就一扫而空了。”执勤哨兵白祥瑞对这一系统功

能有着切身体会。

刘红亮说，这一模块把日常勤务管理落实到

了每个岗位、每时每刻，督促执勤人员积极完成

好本职工作，及时纠正个别官兵的执勤“常见

病”，提升了执勤效能。

巡逻勤务执勤信息系统
精准掌控任务需求

科技不仅可以在固定勤务领域发挥作用，更

在动态勤务领域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每当回

想起去年那次帮助突发疾病群众的经历，带队执

行武装巡逻任务的排长周刚都深有感触。

一天晚上，正在执勤的该支队巡逻官兵接到

群众求助。求助者痛苦地告诉带队排长周刚，自

己心脏病发作，虽已吃过急救药物，但效果并不

理想。

“立即送到市三院！”周刚一边指挥执勤官兵

将病患搀扶进巡逻车，一边向支队值班室报告，值

班室则迅速利用信息系统查阅执勤点附近医院信

息。得益于及时的指挥，巡逻官兵很快便将突发

疾病的群众送进医院，为治疗赢得了宝贵时间。

这次事件圆满处置的背后，得益于巡逻勤务

执勤信息系统的应用。该系统基于北斗卫星定

位和地理信息系统，可实现对各巡逻车组的指挥

控制，助力各巡逻车组、执勤官兵之间实现信息

交互，并在有突发情况时进行综合报警，优化勤

务管理。

过去官兵在外巡逻，值班室或所在中队对其

活动轨迹等信息掌握不及时、不全面。而现在，

巡逻勤务执勤信息系统可以动态显示巡逻车辆

实时位置，实现追踪巡逻车辆路线、回放巡逻车

辆轨迹等功能，对巡逻勤务进行精准掌控。

该支队作训科科长邾昊宇介绍：“在公安武

警联勤武装巡逻任务中，我们还可以引接公安部

门相关监控信息和有关平台警情信息，畅通了信

息共享渠道，极大增加了联勤效能。”

前不久，在公安武警联合巡逻任务中，该支

队利用重点区域态势图及时感知巡逻区域人流

量变化，结合社会面监控和巡逻车组实时回传的

动态画面，对各巡逻车组的任务区域和巡逻频次

进行了科学调整，使其辐射范围根据任务需要实

现“最优解”。

信息化系统助推战斗力
提升

如何贴近战场环境抓好执勤训练、缩短战斗

力生成周期，一直是这个支队研究的课题。执勤

训练中，该支队引入了 VR 勤务研训一体机、三

维交互式电子沙盘等设备，结合“全景可呈现、资

源可保鲜、流程可推演、能力可检验”的理念进行

执勤研究。

比如，VR 勤务研训一体机内置执勤时周边

实景画面、3D 模拟景象以及与哨位同型号的信

息化终端。在新兵岗前培训和模拟情况处置专

项训练时，哨兵只需佩戴 VR 眼镜，即可进行针

对性训练，以此解决执勤训练场景与真实执勤场

景不匹配的问题，提升了哨兵执勤能力。

类似的信息化应用还有智能执勤编组系

统。执勤编组就像是一道“排列组合”题，题解得

好则事半功倍，题解得不好则事倍功半。该支队

在执勤信息系统中启用了智能编组模块，能够预

设执勤官兵职务、年龄、阅历、能力等条件，实现

一键智能快捷编组，为中队干部研究确定执勤编

组方案提供参考。

执勤效能的提升也集中体现在为官兵减压

降负上。

该支队班长徐鹏谈起执勤中的变化时说道：

“过去，作为监控员值勤时要负责好几台电脑的

控制系统，电脑多、系统多、鼠标多，遇有检查或

者突发情况时，常常会手忙脚乱。现在我们启用

了具有一键切换、一屏显控功能的综合执勤台

后，之前慌乱的情况再也没有了。”

值班室监控显示屏的升级按照与综合执勤

台升级相同的思路，根据不同功能进行统一规范

和优化布局，帮助执勤官兵清晰掌握动态信息，

确保遇到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感知并高效处置。

“通过显示屏的规范合理布局，执勤官兵能

清晰掌握目标单位及周边信息，确保遇有情况可

以第一时间感知、高效处置。”刘红亮说。

冬日暖阳，机甲轰鸣。近日，冀中腹地的群

山之中，一场实战化演练悄然开始。

部队刚刚到达集结地域，只听“砰、砰、砰……”

枪声大作，蓝军居高临下展开突袭。危急关头，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部队长田永涛沉着冷

静，根据地形调整方案，随后下令部队迅速依托

特种车辆就地防守反击，侦察分队穿插敌后探明

敌情、进行袭扰，并抽组精干力量向敌后方迂回

进行反制。一会儿工夫，攻守之势改变，蓝军反

成了“瓮中之鳖”。

“在平时战术作业中，部队长经常与我们反

复推演各种困局、险局下的应对方案。正因为把

功夫用在了平时，演习中遇到突发情况部队上下

才能从容应对、成竹在胸。”走下演练场，该部作

训科长宋乐厦告诉记者。

“当兵就要打仗，作为部队领导干部就是要

谋打胜仗！”田永涛说。田永涛所在的部队诞生

于改革强军的滚滚浪潮之中，驻守在京畿重地。

这支部队前身由于长期在外执行任务，基础差、

底子薄、装备旧、场地缺。五年里，作为首任部队

长的田永涛与党委“一班人”一同研究确定了“建

设全面过硬、多能善战的京畿劲旅”的奋斗目标，

一步接着一步走，一“仗”接着一“仗”打。

“要想谋打胜仗，干部必须要为全体官兵树

立好榜样。”刚刚立冬，正是部队训练的“黄金

期”。训练场上杀声震天，身着红、蓝护具的两名

搏击选手拳拳到肉、互不相让。只见身着蓝色护

具的田永涛一个快速后进闪躲完美避开了红方

的一记勾拳，然后迅速回位，进步出拳虚晃一招，

趁红方选手后退躲闪之际，猛然腾空转体一个侧

踹，“啪”一声踢在了红方的胸膛，得分！

脱下护具后，田永涛现场教学：“这些动作看

似简单，其实特别讲究技巧。在实战过程中，不

仅动作要快、准、狠，还要讲究战术战法，这样才

能对敌产生有效打击。”

担任部队长五年来，田永涛充分发挥干部的

模范带头作用。他带头出操站队，每日出操，始终

站在第一列、跑在第一个，当好党委机关排头兵；

带头参加训练，每周首长机关训练日都带头参

加。在手工标图课目中，他标的图可以作为全机

关的样板；他带头参加考核，主要课目和军事体育

课目年年优秀，个人获评“武警部队优秀指挥员”。

不仅如此，田永涛还积极探索新装备的使用方

式。新式榴弹发射器列装后的首次实弹射击，他第

一个走上靶场，压弹、装弹、瞄准、击发等一系列动作

行云流水，看得官兵直呼过瘾，一个个跃跃欲试。

“部队长专门为我们示范了如何用新式榴弹

发射器打靶。虽然我们已经使用它训练一段时

间了，但大家还是对它比较陌生。部队长讲解示

范后，我们的射击成绩、训练进度明显加快。”时

任某中队队长周志坤回忆道。

田永涛认为，要想带出精兵劲旅，不能仅靠

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和研究探索，更要勇于突破

训练瓶颈、善于培养士兵的训练积极性。

新的《军事训练大纲》调整后，有人认为按照

这个标准训练，很多课目难度过大，适当放宽条

件更稳妥。

“今天训练不担风险，明天打仗就有危险！”

田永涛态度坚决——严格落实新大纲标准。他

带头参训谋训，敢于突破以往的训练“禁区”，培

养出了一大批教学骨干，总结梳理了不同课目中

的 40 多种科学化训练方法，极大提高了训练的

科学性和效费比。

任职五年来，田永涛带领部队顺利通过了军

事训练一级单位达标考评，先后指挥部队 3次进

京遂行安保任务，次次出色完成任务。该部队有

50余人次在上级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730余人

次在支队比武中创、破纪录，涌现出全军“先知·
兵圣”军棋推演优胜团队和武警部队标兵教练员

孙洪顺、刘在凯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看这个优秀指挥员的“带兵秘籍”

在战略支援部队某雷达站指挥大厅内的屏

幕上，一条数据曲线突然异常波动。雷达操作手

王兆鹏屏住呼吸，双眼紧盯荧幕上不断跳动的参

数，随后快速操作起来……

初冬时节，一场“硝烟味”十足的常态化模拟

演练在该站内拉开帷幕。该站自主设计研发的

基于某测控设备模拟器的训练平台在本次演练

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演练课目都是我在完成任务和日常训练中

的薄弱项，从头到尾我都能感觉到满满的‘压迫

感’！”走出演练大厅，王兆鹏长舒一口气，感叹

道：“这样的演练虽然难度高，但结束后却有极大

的收获。”

“专业训练年年搞，就是高手吃不饱，新手够

呛摸得着。”一直以来，该站官兵对专业训练的描

述，深刻反映了该站存在的短板。

“作为一个技术密集型单位，专业尤其重

要。”该站领导向记者介绍，以往由于部队任务频

次高、设备长期机动等原因，导致训练课目难统

筹、时间难保障、骨干力量参差不齐，传统的普及

性统一训练模式无法满足官兵需求。如何让专

业训练快速有效地提升官兵岗位能力，成为横亘

在该站加速转型升级路上的一座大山。

经过调研，该站党委达成共识：向科技要战

斗力，实现精准训练！

精准训练既要发挥部队科技人员多、技术基

础好的特点，组织骨干力量自主研发基于某测控

设备模拟器的训练平台；又要将大数据分析理念

运用到军事训练中，建立集任务执行数据、训练

数据和考核数据为一体的数据库系统，用数据交

互打通战训耦合的瓶颈。

竖起弱项“靶标”，让日常演练直击“靶心”。

以王兆鹏为例，在他上半年参加的任务和日常训

练中，各课目的平均成绩是：常规操作 95 分、异

常数据处理 78 分……大数据分析显示，他在异

常数据处理方面较为薄弱；与此同时，王兆鹏在

某任务中，还暴露出紧急状态下处理数据时应变

能力较弱的问题。他的这些短板被数据库系统

“捕获”，成为了确定他演练课目的关键依据。最

终，训练平台将异常数据处理作为王兆鹏的主要

演练课目，并根据其演练得分对后期训练计划进

行调整。

该站某分队负责人赵原说：“基于数据支撑

的训练平台为我们找准了能力短板，让精准训练

成为可能，大大提升了训练效益。”

据悉，自该训练平台使用以来，该站官兵训

练效率大幅度提升。原本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培

养出来的雷达操作手，现在 3个月就能通过战前

考核，拿到上岗证书。

用大数据找出弱项“靶标”，让训练直击“靶心”

6 责任编辑 裴宸纬 军 事
2022年 11月 25日 星期五

M I L I T A R Y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近年来，武警安徽总

队合肥支队准确把握执勤

安保面临的深刻变化，加

强执勤网络信息体系支

撑、加快智能化发展，抓住

“信息”这个关键要素，积

极发挥科技在组勤、值勤、

管勤、联勤全过程中的作

用，为忠实履行新时代使

命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科技强军论坛

◎程 刚

◎彭志强 李传龙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中典型

◎梁敏响 徐 伟 本报记者 张 强

军营内外

◎郝明鑫 张煦晨 本报记者 张 强

武警部队有了智能武警部队有了智能““管家管家、、军师和陪练军师和陪练””

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队员与无人机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队员与无人机
协同展开训练协同展开训练 朱立朱立摄摄

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兴则军队

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速科技向

战斗力转化。推进科技强军事业不仅需

要尖端的科研创新，也需要解决基层一

线问题的技术创新。作为军队全部工作

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部队是科技创新

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提升基层部队科

技创新能力既是推动科技强军的迫切需

要，也是对基层组织、干部骨干和普通士

兵的现实考验。

提升基层组织掌控能力

基层官兵的时间、精力等非常有

限，不容许无谓的浪费。基层组织既

要营造创新氛围，充分激活官兵“首创

密码”，用好官兵“群蜂智慧”，引导官

兵始终保持尊重创新、崇尚创新的热

情；也要保持头脑清醒，对跑偏、花哨、

无益于增强战斗力的假创新、伪创新

勇敢说不、及时纠正，确保官兵始终围

绕打仗集聚创新智慧。

基层官兵身处军事斗争准备最前

沿、战斗力建设链条最末端，是群众性创

新活动的主力军。基层组织要盯住官兵

这 个 创 新 主 体 ，帮 助 官 兵 做 好“ 加 减

法”。既要减掉不切实际的门槛，减掉急

功近利的心态，减掉必须获奖的虚荣；也

要大力提高官兵科技素质，增强其科技

强军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要把干部骨干

的关心支持加上来，把制度平台加上来，

把激励措施加上来。

基层科技创新成效好不好，首先要

看创新成果转化率高不高。基层组织要

紧扣创新成果转化这个关键环节，督促

干部骨干经常过问群众性创新活动的开展情况、了解群众性创新活动取得

的成果，坚持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在演习演训等重大任务中体现科

技创新效果，在训练实践中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升级换代，同时将科技创新成

果应用于军事斗争准备一线，使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提高科

技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

提升干部骨干思维活力

提升干部骨干思维活力，要让干部骨干以新眼光把握新机遇，克服“得

过且过”的惰性，不惧创新失败的风险，让创新思维成为习惯和本能，以求新

求变的活力冲破守成的暮气，自觉消除患得患失对创新冲动的抑制，不断强

化愿创新、敢创新的意识，以新思维拥抱新时代、回应新要求。

提升干部骨干思维活力，要强化干部骨干的对抗意识，把军事创新思维

建立在对抗基础之上，以适应战争实践的暴烈性、残酷性和复杂性；强化科

技意识，把住军事科技进步这个诱发军事创新思维的基本动因，始终跟紧科

技前沿、技术潮流；强化开放意识，把军事创新思维发散到作战训练各个侧

面、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各个方向，在深入分析作战需求、解析训练重点中

获取新的认知、创造新的成果。

提升干部骨干思维活力，要鼓励干部骨干勇于打破常规，追求新发现，

提出新见解；要不断拓宽学习和实践领域，强化多维性、敏锐性、系统性、预

见性、创造性等创新思维能力训练。干部骨干既要注重平时在战备训练中

强化创新思维能力，也要注重研究古今中外的著名战例，从中汲取有益的创

新思维养分；既要注重借助计算机和网络载体进行创新思维能力的“量化”

和“解析”训练，也要注重在其他学科中得到启发。

提升普通士兵实战能力

科技创新往往由问题牵引产生，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普通士

兵作为武器装备的使用者、作战行动的执行者、现实问题的直面者，应以问

题为自主创新靶标，以科技创新破解作战训练的实际问题。

普通士兵要聚焦训练演练这个核心环节，靠创新破解人机交互能力不

够、掌握和使用信息系统终端能力不强等问题，提升科学知识的学习深度，

秉持大数据、“互联网+”等新理念，运用先进科技改进完善工作方式、训练

方式，把信息技术纳入日常战备全过程，将备战方式向信息化、数据化转变。

新一代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高，配套性和协同性要求高，普通士兵要真

正驾驭它们，还需要下一番苦功。普通士兵要聚焦武器装备这个关键节点，

在熟练运用的基础上，摸清武器装备在实战实训中的优缺点，积极反馈武器

装备的改进意见，掌握武器装备运用、维修、保障等环节的操作技能，了解装

备的使用寿命、体系配套效果，以及适应复杂环境的能力，使创新成果转化

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作者系火箭军某部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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