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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条件下陆军武器平台火控系统发展分析
卢志刚，朱元武
（北方信息控制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通过对基于信息化的陆军武器平台火控系统发展趋势的分析，指出了火控系统向网络化、火控指控一体化的广度发展
和向高精度、智能化、通用化、模块化的深度发展趋势，分析了基于信息化的武器平台火控系统关键技术，总结了信息化条
件下陆军武器平台火控系统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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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陆军是我国国防力量的战略基石和一体化联合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陆军武器平台的信息化建设是满
足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军队建设和武器装备建设的战略需求，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火控系统是陆军武器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实现高精度火力打击控制的功能系统，又是指挥控制
系统与火力系统相结合的纽带，是陆军武器平台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所以，将武器平台火控系统的发展纳
入统一的陆军战术信息系统总体框架，使信息系统的技术体制“落地”武器平台，实现信息系统与武器平
台火控系统的“紧耦合”，实现侦、指、打、评一体化，将是未来陆军武器平台信息系统建设的重点方向。

1 陆军武器平台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1.1 国外陆军信息化建设发展趋势
伊拉克战争中，以主战坦克为主要突击力量的美国陆军装甲部队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在
信息化条件下的地面战争中依然担负着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战争中，美军使用的已不再只是 C4ISR
系统，而是指控系统、火控系统和武器平台高度融合为一体的 C4KISR 系统。
目前，美国正在以“网络中心战”为核心概念和组织原则，推进部队在信息化时代进行战略转型，其
装备建设已基本完成了从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信息系统在装备的发展中已列入了优先发展的地位，发展
新平台和改造旧平台都以能否接入信息网为基本要求，以使美军在 2010 年实现“先敌发现、先敌决策、先
敌射击，决战决胜”的目标[1]。
1.2 未来信息化战场对我国陆军武器平台的需求
未来战场是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陆、海、空、天、电一体化的战场。为适应新的信息化战场要求，
我国陆军正面临着由遂行单一军兵种作战任务为主向遂行一体化联合作战任务转变。一体化联合作战以无
缝隙链接的一体化网络化信息系统或准一体化信息系统为依托，以数字化的武器装备为支撑，与机械化战
争形态下的协同性作战相比，具有作战空间全维整体性、作战体系有机协调性、作战力量高度融合性、作
战方式综合多样性、作战指挥与行动实时联动和精确性等鲜明特征，体现出作战体系一体化、作战行动一
体化、作战空间一体化、作战保障一体化的特点。
因此，以主战坦克、步兵战车、装甲突击车、高炮武器系统、压制兵器武器系统、导弹武器系统为代
表的武器平台必须适应未来信息化战场的需求，在信息化总体顶层约束下，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化设施，以
网络为中心，提高装备的自动化水平和作战效能，支撑信息化作战模式的形成，实现“侦察—指挥—火力
打击”深度融合的信息化作战。

2 陆军武器平台火控系统基于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在传统武器装备的发展中，陆军武器平台的控制系统与信息系统分别发展，交集很小，无法实现“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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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指挥—火力打击”的深度融合。作为武器平台核心的火控系统，既是实现高精度火力打击控制的功能
系统，又是指挥通信系统与火力系统相结合的纽带，必须借助信息技术的高速进步，在横向广度和纵向深
度两个方向上大力发展。
2.1 陆军武器平台火控系统广度上的发展趋势
陆军武器平台火控系统广度上的发展趋势就是使火控系统的研究范围横向延伸，在实现单平台火控系
统总线化、信息化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多平台网络化火力控制、火指控一体化。
2.1.1 多平台网络化火控系统
多武器平台网络化火控系统就是以网络化控制、全天候多频谱探测、实时信息处理、人工智能等先进
技术成果为驱动，在武器平台火控功能的基础上，通过车际协同数据链，实现战斗分队的实时战斗态势感
知和智能化火力协同打击，有效地提高集群整体作战效能[2]。梅特卡夫定律指出：网络的价值与联网的用户
数的平方成正比。所以武器平台火控系统实现有效的车际火控组网，将使作战分队的作战效能成“指数”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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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火控系统作战体系示意图

图 1 是网络化火控系统作战体系示意图。网络化火控系统技术特点有：
1） 扩展传统火控功能，提高分队作战效能；
2） 顺应信息化作战趋势，具有实时协同作战能力；
3） 优化系统结构，共享车内资源；
4） 采用模块化设计技术，可重组适配以满足不同平台。
2.1.2 火控指控一体化
火控指控一体化概念多种多样，可分别从不同角度描述。一是从信息顶层的角度，描述如何实现火控
指控信息共享；二是从指挥系统角度，描述如何指挥到武器平台；三是从火控系统角度，描述火控系统部
分功能与结构向指控系统自然延伸与发展[4]；四是从设备研制角度，描述如何实现火控、指控共用信息处理
设备、共用终端设备。
所以在现有技术情况下，火控指控一体化概念与网络化火控系统有所区别。其目标是实现指控系统和
火控系统在指挥控制信息弱实时性层次上的指令、信息、流程的紧密结合，使火控系统通过战术互联网接
入指挥系统，成为战场信息化的一个节点，实现车内车际信息按需共享。
火控指控一体化的设计理念是，武器平台火控系统作为指挥控制系统与火力系统联系的纽带，纳入统
一的战术信息系统总体框架，使信息系统的技术体制“落地”武器平台，实现信息系统与武器平台火控系
统的“紧耦合”，实现火控设备与指控设备的综合设计，实现设备物理上合一、软件功能上嵌入。火控和
指控的终端显控设备和信息处理设备可在武器平台上共用，从而在陆军武器平台上实现侦、指、打、评一
体化。
2.2 陆军武器平台火控系统深度上的发展趋势
火控系统在深度上的发展趋势，就是利用高度发展的信息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实现火控系统的控制
精度进一步提高、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渐向无人化发展。并通过通用化、模块化提高系统的
五性，降低系统的开发时间和成本，提高企业效益。其主要特点包括：单平台火控系统基于信息化的高精
度发展、火控系统的智能化、火控系统的通用化、模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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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单平台火控系统基于信息化的高精度发展
传统单平台火控系统的形态各异，但是其基于数字化、信息化，向高精度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实现
了数字化，才能使组件之间、部件之间、系统之间实现方便的数字信息交换，才能具备实现信息化的基础；
实现了数字化基础上的信息化，可通过总线实现系统内、外更多信息的全面采集、共享、利用，通过软件
编制实现复杂的控制逻辑、控制模型，使火控系统的控制功能、解算精度、控制精度得到显著提高。
图 2 是基于控制总线的装甲火控系统信息化体系结构示意图。系统部件的数字化、系统连接关系的总
线化，使单平台火控系统实现车内信息共享，也为实现车外信息交互、多平台火控系统网络化、火控指控
一体化、平台火控系统智能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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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总线的装甲火控系统信息化体系结构示意图

2.2.2 火控系统的智能化
近年来，随着模糊理论、神经网络理论、智能专家系统理论的迅猛发展以及先进的传感器技术、并行
处理技术、人工智能及自适应技术的广泛应用，使陆军武器平台火控系统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具有了自动
目标探测和自主目标识别能力、主动/被动信息获取能力、自适应武器控制能力、自主推理和决策能力、自
动故障诊断及维修能力、智能射击控制能力，从而大大提高了武器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在提高武器系统作
战效能的同时，减少人员操作的工作量，并逐步向无人化炮塔、无人战车方向发展。
2.2.3 火控系统的通用化、模块化
火控系统的通用化和模块化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
通用化是指在互相独立的系统中，选择具有互换性的子系统或功能单元的标准化形式。 通用化的目的
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同一产品的使用范围，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产品在设计、制造过程中的重复劳动。
通用化的对象分两类：一类是“事”，包括方法、技术、规程等的通用化，它使一个技术人员掌握的
方法、技术、规程可应用于多种火控系统的开发中；另一类就是“物”，包括零件、组件、部件或系统，
它使一种板级组件、一种部件甚至一套系统能适用于多种不同武器平台。
模块化是实现复杂系统时自顶向下逐层把系统划分为若干模块的过程。模块化包括系统体系结构的模
块化和软硬件的模块化。系统结构的模块化体现在开放式结构，保证系统易于增减功能模块、易于升级和
技术更新；软、硬件的模块化注重于功能的集中体现，通过任务模块来实现系统和设备的功能。
火控系统通用化、模块化设计应尽可能通过通用任务模块来实现系统和设备的功能。模块化系统中通
用化的模块越多，系统的通用性越好。火控系统的通用化设计，可使系统功能方便地实现扩展，同时使武
器平台火控系统性能获得提升的有力条件。如通过通用化设计使火箭炮在实现火力压制功能的同时，实现
防空功能；武器平台实现常规弹火力打击的同时，与弹药平台结合实现作战效能的进一步提高。

3 陆军武器平台火控系统信息化发展的关键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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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网络化火控系统关键技术
网络化火控系统关键技术是在传统火控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网络化火控系统总体技术、高速实
时数据分发技术、数据融合技术、网络化协同控制技术等关键技术。
3.1.1 网络化火控系统总体技术
网络化火控系统总体技术就是研究武器平台之间和武器平台内的指挥、控制和协同关系，构建适用于
陆军武器平台的网络化火控系统全分布式体系结构，研究网络化火控系统的战术使用、作战资源分配、体
系作战模式、信息交换模型、火控解算模型、任务分配模型、网络化控制模型、打击控制流程等。
3.1.2 高速实时数据分发技术
要实现协同作战，必须建立武器平台之间高速实时数据分发，其要求要比常规通信网络数据传输的要
求高得多，以确保信息的按需实时分发。其关键技术包括：具有大通信容量、精确周期性、低延时、高数
据更新率、低报文差错率、高抗干扰能力的通信技术，实现多个节点对之间通信、高精度时间同步的高速
实时数据分发技术，具有移动自组网功能的实时协同火控组网技术。
3.1.3 信息融合技术
多武器平台网络化火控系统信息融合技术是对来自于各协同平台的各种目标探测器和跟踪传感器的信
息进行时空配准、信息融合，为每一个关注目标产生运动轨迹，进行满足火控要求的高质量航迹数据实时
处理，对目标进行综合识别和威胁排序。
3.1.4 网络化协同控制技术
协同控制是网络化火控的核心关键技术。采用精确定位定向技术、时空一致性技术和协同信息处理技
术，实现网络化控制中各协同作战武器平台的实时协同侦察、协同跟踪、协同计算和协同打击。
3.2 智能化火控技术
火控系统的智能化技术是未来火控系统发展的关键技术。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研究内容将迅速增加，
比如：目标自主搜索和智能识别技术、协同作战辅助决策技术、火炮智能化高精度控制技术和智能射击控
制技术。
目标自主搜索和智能识别技术是利用多频谱探测器进行战场多目标自主搜索、智能识别和威胁评估；
协同作战辅助决策技术是在分队火控网中，根据战场和武器平台信息，按最优化原则，对传感器、武器、
目标进行智能匹配，规划最优协同打击方案；坦克炮智能化高精度控制技术是针对装甲车辆高速机动作战
条件下高精度射击需求，采用多模型智能控制策略实现系统高精度智能控制；火炮的智能射击控制技术是
通过对装甲车辆信息的全面采集，实现对射击过程中的目标自动跟踪、误差自动补偿控制，智能选择火炮
机会，提高武器的首发命中概率。

4 结论
武器平台火控系统的信息化将是陆军武器装备信息化实现的关键，是陆军作战分队战斗力提高的决定
因素。陆军武器平台火控系统的发展与平台信息化的发展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它不但能通过平台内
信息的综合利用、充分共享，实现高精度、智能化、通用化、模块化的深度发展，使陆军武器平台的火力
打击能力有显著提高；而且，能通过网络化火控系统、火控指控一体化设计的广度发展，使作战分队的协
同火力打击效能“指数级”增加，为打赢局部战斗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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