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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生物袭击预警技术发展问题研究
徐莉，钱程，于孟斌，陈高云，齐丽红
（防化学院，北京，102205）
摘要：2001 年美国的“炭疽邮件事件”标志着生物袭击已成为现实的威胁，引起世界各国关注。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
国家加大生物监测预警技术研究投入发展迅速。我国也十分重视生物监测预警技术的发展，然而由于国内生物监测预警技术
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因此目前已有的研究技术和设备的功能配套性较差，存在的缺项较多。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国内外生
物快速监测预警技术和设备的发展现状、应用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我国生物袭击快速预警能力进行
有益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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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由于生物袭击具有潜伏性、隐蔽性、突发性、多样性、协同性、散发性等特点，恐怖分子可能在任意
地点、任意时间进行生物袭击活动，其袭击途径和防范对象不确定，因此及时判断生物袭击的发生是避免
伤害与污染、有效防护与处置的关键。2001 年美国的“炭疽邮件事件”标志着生物袭击已成为现实的威胁。
由于当时缺乏有效的生物袭击预警技术，美国遭受沉重打击。此后，生物袭击快速预警技术得到全世界的
关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加大生物袭击预警技术研究投入，发展迅速。我国也十分重视生物袭击预
警技术的发展，然而由于国内生物袭击预警技术研究起步晚、基础薄弱，因此目前已有的研究技术和设备
的功能配套性较差，存在的缺项较多。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国内外生物袭击快速预警技术和设备的发展现状、
应用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我国生物袭击快速预警能力进行有益探讨。

1

国内外生物袭击预警技术发展现状

1.1 国外生物袭击监测预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1.1.1 美国
美国在生物袭击预警技术起步早，发展迅速，研制生产的许多设备已投入使用。美国已基本形成了从
定点监测、区域监测到远距离监测的生物袭击预警体系。利用生物战剂监测、疾病监测、症状监测、环境
监测等不同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和收集生物信息，并通过不同角度综合分析生物袭击的可能性，进而及时发
现和及时预警。
（1）点源监测预警技术
2003 年 7 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协同环保局和疾病控制中心启动了在 31 个城市监测空气中生物战剂的工
程，该系统采用了大约 500 个空气过滤器，每 12h 收集一次空气样品，对收集的空气使用基因监测设备来
分析生物战剂，试图从单个的监测器发展为对国家全域空间进行监测预警。美军设备的联合生物战剂点监
测系统（JBPDS）也属于该类型。该系统具有气象测量、气溶胶采集、卫星定位、生物报警、智能监测和鉴
别功能。JBPDS 可以通过线路连接，或用无线电调制解调器，在 5km 距离以外进行遥控操作。一个控制站
可控制 30 台以上 JBPDS。
（2）无人机监测预警技术
2007 年 8 月，在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一项先进技术验证项目（ATD）中，将 “生物作战评
估系统（BCAS）”和生化监测传感器加装在新一代“扫描鹰”无人机内。据称“扫描鹰”BCAS 系统将从
舰上发射，无人机通过内载的生物武器监测器搜集生物信息并被储存在无人机中，飞机着陆后这些数据将
被下载到地面站中进行分析，以达到生物袭击预警的目的。
（3）远距离监测预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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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物防护联合计划局研制的远距离遥感生物监测系统（LR-BSDS），利用红外线检测测距技术，可
远距离检测和追踪生物战剂气溶胶云团。该系统改进型已在美陆军达格韦试验场进行了飞行试验，结果表
明能够监测到 53 km 以外的生物气溶胶，但对环境大气和地形条件要求苛刻。
1.1.2 其他国家
除美国外，加拿大、英国、法国、芬兰、德国、俄罗斯和以色列等国家目前也越来越注重发展生物袭
击预警技术。目前已经完成了一批自动侦察仪和监测仪、远程早期报警装置、侦察车、多种用途综合侦察
仪等。如：加拿大 TSI 公司生产的 C-FLAPS 生物监测系统，能显示关于空气中生物粒子大小、数量、荧光
性的三维图像，并在环境空气采样过程中产生不正常的粒子荧光特性时自动报警。FLAPS 软件提供了远地
点自动操作和自动提供有关生物战剂或传染病等活性生物的危险等级的能力。英国 BIDS 系统能够提供声光
报警，由采样输入接口、射流系统、传感器模块和试剂储存箱等组成，发现生物战剂时可通过红灯报警并
发出声音，并通过液晶屏显示污染位置。法国 Giat 公司研制的 MIRELA 远距离生化战剂检测系统，可以远
距离检测和识别化学与生物战剂气溶胶和液滴，实时提供云团的种类、准确位置和浓度，并发送预警。芬
兰 EnviScreen Bio100 是一种能够连续监测空气气溶胶中有害生物粒子的传感系统，是芬兰 EnviScreen CBRN
（化生放核）监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技术利用紫外发光二极管收集生物粒子荧光数据，同时利用光
学粒子计数器收集空气中 1~10μm 的运动生物粒子数量与大小的数据，经过信息评估后提供可靠的预警。以
色列 Biological Alarm Systems（BAS）公司开发的 BAS-101 早期实时监测系统，可用于环境空气中生物战
剂的快速和持续性监测。该系统充当了生物“烟雾报警器”
，避免生物战剂隐蔽释放（例如办公区、会议中
心、火车站、飞机场、商场和地铁系统）后公众处于的高暴露风险，可作为城市及主要聚集区监测网络的
一部分。
除了发展生物袭击快速监测预警技术和设备外，国外还建成与其相配套的病原体数据库和指挥控制网
络等，以达到对生物袭击的快速预警及有效防护救治。
1.2 国内生物袭击预警技术发展与应用
国内生物袭击快速预警技术已经在敏感气象研究、疾病预防控制、公共卫生管理等系统广泛应用。2003
年“SARS 事件”以后，为尽早发现生物袭击事件，实现迅速处置和减少损失，我国在生物监测预警技术研究
领域加大投入，并在全国各地建立重大传染病疫情监测系统和公共卫生预警机制。尽管我国生物袭击预警
技术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至 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爆发前，我国已建立了针对部分生物恐
怖病原和生物毒素的快速监测方法，成功研制了光纤生物传感器和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建立了生物粒子紫
外激光分析系统，实现空气中生物气溶胶的实时监测预警。2008 年 5 月，我国汶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导致
大量人员伤亡，由于正值夏季高温生物灾害和疫情一触即发。灾后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和相关研究单位，利
用生物气溶胶实时监测系统和设备对灾后的环境进行跟踪监测，科学指导防疫和消毒，有效控制了震后大
规模传染病疫情的爆发。生物快速监测预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在近来甲型 H1N1 流感、H7N9 流感的有效
防控，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生物安全保障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国内外生物袭击快速预警技术发展比较分析
从总体来看，我国的生物袭击快速预警能力落后于国际水平，预警技术仍达不到“远距离、大范围、
无人化”，在设备质量、设备数量等方面也与一些重要国家存在差距。在未来几年中，生物监测快速预警技
术将成为我国生物灾害应对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只有建立全方位、全天候的生物袭击监测预警网络，才
能应对未来瞬息多变的生物灾害发展态势。
2.1 存在的主要差距
2.1.1 生物袭击监测能力较弱
目前，国外已经拥有了远距离、大范围监测的无人机预警技术，能够实现数百公里以外战场的生物环
境信息的实时监测与传递。而我国生物袭击监测技术多停留在近距离和较小范围对生物战剂实施监测，而
且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较低，部分环节仍然需要人员辅助操作，与国外生物袭击快速预警能力存在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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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2.1.2 生物袭击预警网络未成体系
美国基于信息技术，结合生物快速预警的多方面要求，构建了符合战场需要的生物袭击预警网络体系，
将生物袭击和战场生物环境信息实现网络共享。而我军目前的发展主要是针对生物战剂各类快速监测技术
与设备的研究，对其是否适用于未来预警网络的构建以及战场生物信息交互模式等方面还未能做出统一规
划、形成合力。
2.1.3 综合反应能力待提高
在发现遭受生物袭击后，需要快速判别生物战剂种类，快速预警，并形成相关危害信息，对指挥决策
提供帮助。目前，美国已经基本形成较全面的的陆、海、空、天的生物监测预警体系，并将信息融入了 C4ISR
指挥控制系统，对于战场瞬息万变的态势可以做出最快的反应，提高了部队的生物应急救援综合反应能力，
最大化的减少人员伤亡以及带来的各种影响损失。随着我军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和生物袭击快速预警技
术的自动化、网络化，必然会增强我军的生物应急综合反应能力。
2.2 主要原因分析
2.2.1 起步晚且发展受限制
我国生物袭击快速预警技术研究和应用起步较晚，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距。随着生物恐怖加剧、新发
传染病疫情频发，生物战威胁不断加大，在全球生物快速预警技术大步发展的背景下，我军的生物袭击快
速预警技术是在近十年才得到较重要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一些主要国家对生物监测预警的核心技
术严格垄断等原因，使得我国在该技术领域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
2.2.2 发展方向和重点不明确
一直以来，我国生物袭击快速预警技术发展方向和重点不够明确。过去往往依照核化武器监测预警技
术研究的成功经验，而不是从生物袭击自身特点出发，使得生物监测预警技术发展陷入漩涡、停滞不前。
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不同生物战剂侦检、防护特点的研究，还未能建立健全生物袭击预警网络，限制
了快速预警能力的生成和后续防护、洗消、救治快速反应能力的提高。我国应从生物袭击的特点以及我国
的具体国情出发，从实处落手，针对重点，研究发展路线，以提高我国的生物防护能力。
2.2.3 军地结合欠缺
在我国生物袭击预警技术发展与应用过程中，民用技术发展较军队活跃、完善和迅速，尤其在生物危
害环境监测和重大传染病监测预警等领域都有较大的突破。另外，自从“SARS”事件后，国家已经建立了
相对完善的生物监测预警机制。而目前军队与地方的合作比较缺乏，各专业部门间没有形成技术、资源、
人员等共享的机制。同时，军队不仅仅担负作战任务，平时也要与地方协同完成非战争军事行动如反生物
恐怖、生物事故应急救援等，军地联合发展生物袭击预警技术也是其客观要求之一。

3

关于我国生物袭击快速预警技术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3.1

瞄准先进，跨越发展
主要西方国家经过多年积累，已经具有高素质的技术研发队伍和成熟的技术成果。我军生物预警设备
的发展，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时起时落，总体科研水平还比较低，多数生物预警设备还属于空白。因此，
发展我国生物预警设备，必须坚持高起点和创新性，打破常规思路，突破部门界限，紧紧追踪国外生物预
警设备技术发展前沿，从我军核生化任务实际出发，将引进先进技术和自主研制有机结合起来。集中各方
力量，形成合力，联合攻关，尽快形成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符合我国国情的生物预警设备。
3.1.1 系统连贯，方法创新
西方诸多国家已经拥有了颇为成熟的生物袭击预警技术，但受各国安全战略、技术转移政策、信息传
递渠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军事变革的后发国家往往无法“拿到”军事领域最新的“货架产品”。因此，
研究外军，应始终对最新的发展趋势保持关注，紧密跟踪，对已经获得的“货架产品’，要研究深、研究透，
并将研究成果科学化、理论化和系统化。此外研究外军不应面面俱到，而应有所侧重。当前，应着重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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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斗争准备的要求，深入研究可能的作战对手，增大定量研究的比重，保证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对
新武器、新战法的理解和把握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因此，应加快技术的发展步伐，并减少因技术信息传
递失真、信息欺骗和不完整造成的空白和缺失，加大理性研究的力度，摆脱过去在情况设置、实际演练等
方面长期形成的固定模式.防止敌情设置僵化、呆板等等。
3.1.2 成果转化，有机结合
研究成果不能仅停留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上，而应尽快形成有利于我军“两化”建设的经验、方法和
具体措施。因此，各级应加大对外军研究成果转化的重视程度，尽快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研究成果脱颖而出
和及时转化的各项制度，通过一套自上而下的科学严格的课题申报、质量认定和价值评估制度，激励研究
者的积极性和进一步提高广大官兵进行外军研究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确保外军研究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发展
我军生物预警设备，必须从我军核生化任务实际出发，将引进先进技术和自主研制有机结合起来，集中各
方力量，形成合力，联合攻关，尽快形成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我军特色的生物预警设备。
3.2 统筹规划，突出重点
我军现有的财力和生物监测预警方面的技术储备，离满足部队的实际需要尚有较大的差距，同时，生
物监测预警设备的部队作战需要与设备保障条件、科研队伍建设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因此，在发展生物监
测预警技术的过程中必须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根据我军现有的财力、技术储备和防化兵建设的实际，有
所为，有所不为，区分设备发展的轻重缓急，科学制定规划，有计划，分步骤实施。发展中应突出急需的
远距离生物预警设备、现场快速生物预警设备等骨干设备作为重点，优先安排研制机动和便携式生物监测
预警设备，及早定型，实现从无到有，缩小与先进国家设备的差距。
3.2.1 建立健全完善体制，合理解决矛盾
由于我国生物袭击预警技术起步晚，发展受限，使得我军现有的财力和生物监测预警方面的技术储备
远达不到部队的实际需要，所以存在部队作战需要和设备保障条件、科研队伍建设之间的矛盾。因此，在
发展过程中我军应当加强统筹规划，建立健全从科研到部队列装的完善体制，依据我军现有的财力和生物
监测技术储备以及防化兵建设的实际，合理的解决矛盾所在。
3.2.2 区分发展重点，突出研究方向
在发展中，应当区别对待不同的设备技术研究，对于目前可以直接应用于完成重大场合安保任务以及
各项军事行动的武器设备进行重点研究，例如我国急需的远距离生物预警设备、现场生物预警设备、机动
和便携式生物监测预警设备等骨干设备，以期在最短的时间内减少和先进国家设备技术的差距。
3.3 平战结合，积极兼容
我们不仅面临战时的生物防护任务，平时也需应对反生物恐怖和生物事故救援任务。因此，在充分考
虑战时任务同时，还要考虑平战结合。
3.3.1 构建平战机制，适应时代要求
随着时代的更迭，从生物武器的问世至今，经历了诸多的发展变化。平时，国际上发生生物袭击事件
特别是重大事件的概率呈上升趋势，遂行任务的可能性增大；战时，由于潜在对手获得或使用生物武器的
能力不断加强，各类设施遭敌生物武器袭击的危险性增大，使得预警任务更加的艰巨。这就要求构建平战
机制，立足平时、着眼战时、平战结合，通过平时机制的有效运行，达到更好地为战时服务的目的。
3.3.2 充分利用资源，促进优化配置
由于生物袭击预警技术的要求日益增加，完全依靠不断地增加投入、扩张建设，物力、财力和人力耗
费巨大；另一方面，由于难以集中统筹相关力量建设高效的利用现有资源，造成资源闲置，重复建设等现
象屡见不鲜。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做到一物多用，一车多用，多种灾害监测预警兼顾，提高设
备使用效益。
3.4 挖潜改造，综合利用
我国现有财力有限，所有类型的生物监测预警设备研究一齐上马不现实。因此，对现有生物监测预警
设备进行挖潜改造，充分发挥其效能，使得物尽其用，是生物预警设备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例如现有设
备中的生物侦察取样单元，经过评估试验和技术改造，就可用于生物自动监测预警。虽然它不能从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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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生物预警的技术问题，但投资小、见效快，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一定的生物侦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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