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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多域复杂交互的兰彻斯特毁伤描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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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信息化战争对抗交互新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信息化战争毁伤交互具有多域复杂特性。针对陆战毁伤，应用最
为广泛的就是兰彻斯特毁伤算法。但在信息化战争背景下，陆战毁伤也具有多域复杂交互特性，传统的兰彻斯特毁伤算法具
有较大的局限性。为此，应从优化火力毁伤算法、体现诸多因素的影响效果、改进毁伤系数的确定方法等方向入手，改进传
统的兰彻斯特毁伤描述，使之适应信息化战争陆战毁伤描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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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化战争带给兰彻斯特毁伤描述的挑战
1.1 信息化战争毁伤交互的多域复杂性
当前，我军正在步入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的时代，一系列信息化武器装备陆续列装部队，
“建设信息
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已经成为全军上下的共识和练兵标准。信息化战争特别强调系统与系统、体系
与体系的对抗，交战双方的对抗已经不是单纯的武器装备之间的火力对抗，而是融合指控、情报、通信、
战场环境等多要素的全面对抗。随之带来的是，相比机械化时代的战争，信息化战争不仅在物理域进行，
还在信息域、认知域等多域展开；交战双方的对抗是双方武器系统间的综合对抗，毁伤交互也不再仅是交
战双方单一的作用效果，还是综合的、网络化的连锁效果。可以说，信息化战争的毁伤交互具有多域复杂
特性。这种特性主要体现在：
一是信息化战争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进行，相应的毁伤交互也发生在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
既有武器系统对抗产生的毁伤，即传统的火力毁伤，也称之为硬毁伤；也有信息因素和人的心理因素等产
生的毁伤，统称为软毁伤。
二是信息化条件下，武器装备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式装备陆续配发部队，一支旅团级别的陆战部队装
备有类型众多的武器系统，不仅有直火、间火武器，还有远程精确制导武器，毁伤交互是多对多的复杂交
互，毁伤机理也是复杂多样的。
三是信息化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毁伤效果是多支部队间的综合交互，对一支部队的毁伤不能简
单地认为是几支部队分别对其毁伤的累加，还应考虑由此产生的边际效应。

图 1 信息化战争毁伤交互图

1.2 兰彻斯特毁伤描述面临的挑战
毁伤描述直接反映了作战效果，是作战模拟不能不考虑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陆战毁伤算法，以对
火力毁伤为代表的硬毁伤研究成果居多，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兰彻斯特方程，二是战斗力指数方法，三
是蒙特卡洛法。其中兰彻斯特毁伤算法应用最为广泛，也是各主要模拟系统毁伤计算的主要算法。兰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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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方程可回答交战双方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哪一方获胜？为保证获胜，兵力对比是多少？作战持续多长
时间？兵力数量如何随时间变化？如何改变参数来影响作战结果？兰彻斯特毁伤算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
够用于所有层次作战行动的兵力损耗计算，并能对作战的对抗性态势进行动态地定量描述。
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化战争中，陆战部队装备有类型众多的武器系统，对抗是武器系统间多对多
的复杂交互；信息成为战斗力的倍增器，掌握制信息权的一方往往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人的士气、心理
等因素对作战进程影响作用明显增大。传统的兰彻斯特毁伤算法由于是从整体的、平均域的角度，也正是
从基于微积分（“和”）的角度来描述作战过程，基本没有或很少考虑武器系统或过程内各个单元之间的关
系，从而，缺乏对部队内具体武器系统的毁伤能力、部队感知能力、人员心理因素等的描述，造成计算结
果不准确，计算机模拟得出的结果可信度不高，深受部队演训人员的诟病。
为此，有的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进行不同的假设，对传统兰彻斯特方程进行扩展，以适应信息
3
化战争模拟的要求。如考虑 C I 系统的出现对目标位置的辨识能力增强、指挥效率、时变损耗率、增援、软
毁伤、复杂信息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用不同形式的兰彻斯特方程，但大部分的扩展都局限在特定条件下，
有其假设前提和适用情况，不足以全面描述信息化战争毁伤效果。
1.3 解决上述问题的基本思路
一是优化火力毁伤算法。信息化战争中，对抗双方装备有多种类型的武器系统，不同的武器系统作战
性能不同，对敌方同一武器系统的毁伤能力不同，相同武器系统对敌方不同武器系统的毁伤能力也不同。
因此，毁伤算法应改变过去那种从整体的、平均域的角度描述作战过程，能够基于武器系统进行毁伤计算，
综合考虑各作战单元间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边际效应。
二是体现诸多因素的影响效果。影响毁伤能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攻击部队的战斗效能、地形、
光照与天气条件、弹药、雷场、油料以及交战过程中人的心理变化和部队的感知能力，对抗交互是在物理
域、信息域、认知域等多域进行，在计算毁伤时要能将这些因素的影响考虑进来。
三是改进毁伤系数的确定方法。兰彻斯特毁伤算法最为核心的是毁伤系数的确定。目前采用的方法多
是根据经验主义或直接主观决定，这种方式严重制约了算法本身的可信度。为进一步提高算法的可信度，
必须科学合理的确定毁伤系数。

2.兰彻斯特毁伤研究现状
2.1 兰彻斯特毁伤算法
自 1914 年英国科学家兰彻斯特提出了一种描述作战过程的解析模型—兰彻斯特方程后，这种方法就被
[2][3]
广泛运用到作战损耗计算领域中，并被后人不断扩展。在美国著名军事运筹学家 J.G.Taylor 的专著
中
详尽介绍了兰彻斯特方程的理论和应用，不仅给出了确定型和随机型兰彻斯特方程，而且包含损耗系数的
[4]
[5]
估算方法。在文献 中完整的给出了兰彻斯特方程基本形式及扩展，GT Kaup，DJ Kaup 在文献 和
[6]
R.K.Colegrave 在文献 从数学分析的角度把兰彻斯特方程扩展到了（n,1）和（2,2）并且给出了一般形式。
[7]
[14]
文献 中给出了一种基于混合兰彻斯特方程的半自动目标分配方法。唐铁军在文献 中研究了用兰彻斯特方
[15]
[16]
程评估体系对抗效能；桑伟森在文献 中研究了针对复杂电磁环境的兰彻斯特方程方法。刘震鑫在文献
[19]
中改进了兰彻斯特方程，引入了空间信息支援能力指数。胡浩然在文献 在经典方程的基础上，对信息化
作战过程进行研究，分析了信息优势的影响导致确定目标更精确、花费时间更短，据此提出信息优势在这
[20]
两个方面共同影响的时滞微分方程。吕栋雷在文献 分析了软毁伤的作用，建立了对群体目标软毁伤的作
用模型，并以兰彻斯特平方律为例，给出了同时考虑软硬毁伤情况下兰彻斯特方程的修正形式。
2.2 兰彻斯特毁伤系数
兰彻斯特型毁伤模型计算的关键是损耗系数的确定，针对兰彻斯特毁伤系数的估算目前有两种方法：
[8]
一种是 COMAN 方法，一种是 Bonder-Farrel 方法。在文献 中作者不仅给出了具体算法，而且比较了两种方
[9]
法的优缺点。在文献 中作者根据基于底层的 JANUS 模型进一步探讨研究了 ATCAL/COMAN 方法。杨立功等在
[17][18]
文献
中提出了一种利用高分辨率仿真模型的输出数据对聚合级实体损耗模型系数进行校准的方法，该
[21]
方法考虑了对抗双方武器本身性能，同时也利用了高分辨率的仿真结果。张宪等在文献 提到当前兰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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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方程损耗系数估算主要基于武器装备的火力指数，缺乏对地形、通视性以及目标优先级的考虑，并给出
基于捕捉概率和目标优先级的扩展兰彻斯特方程，介绍了利用极大似然估计中方差和置信区间的处理技术
生成多兵种交战损耗矩阵的方法。
2.3 毁伤模型的开发
毁伤模型作为仿真系统的重要组成，直接决定着仿真系统是否可信。国内外仿真系统类型众多，功能
各异，毁伤算法运用不一，使用兰彻斯特毁伤算法的主要模拟系统基本原理是：
JTLS（Jiont Theater Level Simulation）是 1983 年由美国战备司令部、美国陆军概念分析局以及美
国陆军大学联合开发的，它是随机实时交互的模拟系统，能够模拟陆战、海战、空战等作战行动。在 JTLS
中针对陆军采用异质兰彻斯特方程的方法，对于兰彻斯特损耗系数采用查询基于武器装备的损耗系数表来
获取，对于不同的战场态势调用不同的损耗系数矩阵，模型考虑了精确制导、情报、C3I、战场环境、核生
化等因素，毁伤计算模型比较科学。
FATHM（The Fast Theater Model）是战区级模拟系统，能够模拟空对地突击的最优火力分配以及地对
地作战行动。地面作战毁伤模型使用确定型兰彻斯特方程，分直瞄火力和间瞄火力，间瞄火力模型能够在
直火交战后进行自我调整，损耗系数来自高分辨率 COSAGE 模型。
ATCAL（Attrition Calibration）模型是美国陆军概念分析局（CAA）在 80 年代提出的聚合级参数校
验模型，目的是利用高分辨率模型 COSAGE（Combat Sample Generator）的模拟结果对聚合级模型进行参数
修正，具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用高分辨率 Monte Carlo 法模拟估算兰彻斯特系数；第二阶段把第一
阶段得出的系数用到聚合级的毁伤模型计算中，ATCAL 包含连续的毁伤计算和参数校准过程，这样能够保证
聚合级毁伤模型和高分辨率模型的一致性。

3.现有兰彻斯特毁伤描述的不足
从查阅的大量现有资料来看，兰彻斯特毁伤算法研究成果丰富，应用广泛，围绕火力毁伤建模具有很
好的适用性。兰彻斯特方程主要用于聚合级损耗计算，是模拟低分辨率的有力工具，对于大规模的武器装
备的交互毁伤计算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是损耗系数的确定是关键也是难点。下面主要从算法、损耗系统
估算方法和毁伤模型三个方面分析现有兰彻斯特毁伤描述的不足。
一是对传统火力毁伤（即硬毁伤）研究较多，体现信息化战争毁伤的多域复杂交互特性研究较少。兰
彻斯特方程自 1914 年提出以来，主要就是解决陆战部队间的火力毁伤效果描述，虽经近百年的发展，学者
多次对算法进行扩展，由直火到间火再到面杀伤，由理想情况到考虑较多影响因素，由硬毁伤到软毁伤，
但专门针对信息化战争毁伤的多域复杂交互特性进行算法研究的，目前来看基本还属空白。毁伤的多域复
杂交互特性，主要应反映三个方面：一是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各域的毁伤描述以及各域间的影响对毁
伤效果的作用；二是多兵种武器装备的复杂对抗，不是一对一或多对一，而是多对多的复杂交互关系；三
是交战部队间的对抗往往并不是双方完全暴露，需要打击的目标也并不是同等重要，要能反映双方的信息
不对等和多兵种武器的目标优先级。
二是损耗系数大多来源于经验主义或直接主观决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算法的可信度。损耗系数直接
决定了一方对另一方的毁伤程度，系数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算法是否可信。损耗系数的估算，一是将交
战实体一方对另一方的毁伤程度细化为交战实体内某一作战系统对另一方某一作战系统的毁伤程度集，计
算结果会更加准确；二是将依靠经验主义或直接主观决定转变为依靠一定的计算规则，录入相关数据，通
过科学计算求得。
三是毁伤模型的研究开发体现联合作战大背景不够。对比国内外模型系统，美军的毁伤模型对联合作
战大背景考虑较多，并在演习中成功应用，甚至通过了实际战场的校验，反观我军，模型考虑相对单一，
体现信息化条件和联合作战大背景明显不够，更不要说通过实际战场的检验。毁伤模型的研究开发，既要
能体现多种武器系统毁伤能力，又要能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地形、士气等，还要能体现多种作战行
动对毁伤的影响，比如情报、后勤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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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兰彻斯特毁伤描述发展方向
近年来，陆续有学者提出了面向信息化战争的扩展兰彻斯特方程，但大部分的扩展都局限于特定条件
下，着眼解决某一个因素带来的影响。致力于面向多域复杂交互的毁伤算法研究，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多，
既要能从宏观层面描述毁伤的整体效果，又要能细化到具体武器装备的毁伤程度，还要考虑人与武器的结
合；同时还要将信息、心理、地形等因素对毁伤的影响量化到算法中。已掌握文献大多以修正系数的方式
从整体上修正毁伤效果，不足以完整体现实体内部的毁伤程度。在毁伤算法的研究上，可将聚合实体归结
为若干类作战系统组成的有机系统，从微观层面描述各作战系统间的对抗交互效果，同时将各种因素的影
响考虑在内，提出毁伤算法流程图和具体的计算方法，难点和关键所在就是毁伤算法流程图的设计。
毁伤系数的生成、校准以及毁伤系数生成系统的研发是难点所在。如何突破经验主义或直接主观决定，
建立一个毁伤系数生成算法，通过输入一定的变量，求得毁伤系数是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再就是毁伤系
数生成后，如何进行校准，怎样检验是否合理，也较为困难。美军对此研究较为深入，并开发有毁伤系数
生成系统，而我军这方面还很欠缺，虽然提出了一些校准的方法，但缺少相应的演习甚至实战检验，同时
也缺少毁伤系数生成系统的研究开发，这也将是国内研究的发展方向。
美军在近几场局部战争前，都会进行兵棋推演，并将推演结果与实际战场态势进行对比分析，分析结
果充分验证了其毁伤模型的科学性。理想状态或单一环境下的毁伤验证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必须在复杂战
场环境下，考虑情报、后勤、人员伤亡引起的心理变化等综合因素，在联合作战的大背景下进行验证。这
将是今后毁伤原型系统研发和验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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