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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计算视角下的多武器系统协同态势感知
牛彦杰，王智学，张东戈，牛小星
摘要：作战体系是由多种武器系统组成的，随着武器智能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各武器系统均具有多种功能，集感知、决策
和行动于一体。为了应对快速变化的战场环境和复杂多变的作战任务，各武器系统之间必须进行协同，决策和行动的协同依
赖于一致的态势感知，各武器系统之间的协同感知关系在逻辑上构成了协同态势感知网络。本文基于社会计算的角度，探讨
了协同态势感知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协同态势感知网络的实体关系模型和行为演化模型，从协同控制算法、网络演化
方式和协作支持模式三个方面讨论了协同态势感知社会计算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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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是未来的主要作战样式，在作战体系中包含着多种武器系统，其中每个武器
系统都具有感知、决策和行动的能力，这些具有社会行为的武器系统之间必然产生相互作用，主要是各武
器系统之间的合作和协同。感知是决策和行动的基础，因此，各武器系统之间首先要实现协同的态势感知。
在协作态势感知方面，近年来国内外各相关机构开展了一些基础性研究。Houghton（2008）等人用社
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指挥控制系统包括态势感知在内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计算[1]，Rebecca Stewart（2008）
等人研究了由特定 Agent 组成的指挥控制网络的态势感知问题[2]，但是只停留在一些简单静态社会网络参数
的计算，未能给出处于动态变化网络的态势感知特性。国内主要由解放军理工大学、中电集团第二十八研
究所、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就具有军事领域背景特点的态势感知基础理论开展研究，但都未能在定
量研究方面有所突破，而且在网络化层次上的态势感知方面更是知之甚少。因此网络化的协同态势感知问
题迫切需要得到进一步深入研究。
对于群体协作支持，社会计算可以提供有力的工具和方法。在社会协作问题解决方面， Farenzena 等
人（2011）基于信息的自然选择提出了新的社会协作模型，该模型可以提供关于社会网络中用户如何交互
的信息[3]；Greene 等人（2011）则对大型协作问题的解决进行了研究[4]；微软、IBM、Inter、HP、Google 等
诸多大公司和研究机构，也都集中力量设立专门的小组着力在该领域进行社会计算的研究[5]。因此，本文借
鉴社会计算在群体协作支持领域的研究成果，探讨如何解决多武器系统呈现出的网络化协同态势感知问题。

1 社会计算环境下协同态势感知特点
协同意味着让两个或两个以上分散于不同地点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工作：共享和交换数据、信息、知识
和行为。在信息系统的支持下，多武器系统可以通过网络连接成为一个物理上跨地域分布的整体；同时依
据作战任务的牵引，多武器系统通过指挥控制关系网连接成具有逻辑关系的整体。各武器系统之间的协同
态势感知在物理上依赖于信息栅格网，在逻辑上构成协同态势感知网，其协同关系依作战任务的不同而动
态演化。
社会计算是计算技术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它研究利用计算技术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规律，相
互沟通与协作，是利用群体智慧解决问题的原理和方法[6]。社会计算的研究源自哈佛大学 David Lazer 等人
（2009）在《Science》上发表的“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7]，随着智能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对
复杂系统的深入研究，还有包括网格计算、对等计算和代理计算等先进计算方法的出现，对社会计算的研
究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经过研究发现，协同态势感知过程具有社会计算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无中心的组
织方式、群体智慧、动态演化和自适应性等。
2.1 无中心的组织方式
正如 Albert 在《Power to the Edge》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协同态势感知网的结构也呈现出无中心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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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权力正逐渐地迁移到网络中的边界。对于协同态势感知网的每个节点而言，具有日益增大的感知和
计算能力，网络中可用于感知和计算的资源在不断增多，各节点可以通过越来越多简单的操作连接到边缘
网络的计算中去，使态势感知一步步向着边界转移。从组织形式方面来看，传统的以主要节点为核心的态
势感知模式正在向社会计算模式下不同程度的去中心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网络边界的态势感知能
力在不断增强。可以看出，态势感知在向边界转移，将来边界会在协同态势感知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2.2 自下而上的结构
以往，只有一小部分顶层的指挥控制节点能够决定信息的产生和发布方式，信息的流向往往是单向的，
从感知节点将信息逐层传递给指挥控制节点，再从指挥控制节点将命令传递给作战节点，组织协作的方式
是自顶向下。在社会计算支持下，协同态势感知网中态势感知信息的产生和分发是双向的，末端节点可能
既具有感知能力，也具有决策和作战能力，除此之外，网络化的信息基础设施和先转发后感知的处理模式
使得态势感知信息的流向除了纵向之外，还有大量横向传递的信息。社会计算支持下的社会化合作，使得
网络中提供的态势感知信息是非集中式的、分布式的以及供人分享的，节点之间的协作方式呈现自下而上。
2.3 群体智慧
群体智慧（Wisdom of Crowds）通过大规模用户参与计算，以计算机为辅助，利用群体协作的方式解决
问题。移动计算和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等技术的出现，使得协同态势感知网中每个节点都具
有感知计算能力，改变了传统的态势感知信息的生成方式。每个节点能够与一个连接了所有节点的巨大信
息网保持不断联系，在接受态势感知信息的同时，各个节点协同工作，可以处理大量的态势信息，并将形
成的态势感知结果上传至网络，达成态势感知一致性，即通过分布式的态势感知形成群体智慧。
2.4 动态演化和自适应性
协同态势感知网随作战任务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发生动态演化。一方面，在一定任务环境下，多余节
点的参与、感知时间的时延和不必要的网络连接会对整个网络系统的态势感知能力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协
同态势感知网而言，不同的作战任务，其参与协同的节点应该动态选取，节点之间的协同关系也会随着任
务不断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网络的结构、状态、特性、行为、功能等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从宏观
的角度来看，协同态势感知网的组成节点和网络结构呈现出自适应性的特点，能够根据作战任务的变化不
断调整。

3 协同态势感知社会计算模型
3.1 节点关系模型
协同态势感知网的核心是在作战任务下，节点和节点之间的协同关系。多武器系统的协同态势感知就
是在共同的全局目标或作战任务的约束下，各武器系统制定与全局目标相一致的局部目标，依据网络结构
和协同策略相互协作完成全局目标。
态势感知（Situation Awareness）的表示由目标、实体和关系组成，协同态势感知社会计算模型形式化
表述为 C=（G，A，R）。其中 C 为协同态势感知社会计算，由三元组构成；G 为目标集，表示作战任务；
A 为实体集，代表各武器系统，即网络中的节点；R 为关系集，表示节点之间的关系。
G=<goal，resource，event>：goal 代表系统的全局目标，可以增加、删除或动态修改；resource 表示可
分配的资源；event 表示会影响全局目标的战场事件。
A=<a_goal，a_ability，a_act>：a_goal 表示各个节点的局部目标，可以动态修改；a_ability 表示节点的
能力；a_act 表示节点的行为，表示节点所采取的活动。
R=<relation，rule>: relation 表示各个节点之间的协同关系，可以增加、删除或动态修改；rule 表示编制
体制等约束条件。
3.2 行为演化模型
作战任务或目标仅仅依靠单个武器系统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的完成必须依赖于整个系统的协作行为，
其中每个武器系统的行为构成了协作的基础，因此有必要研究网络中各个节点的行为演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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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的行为 a_act 表示一系列活动，是各节点在协同态势感知过程中的基本动作，可以形式化表述为一
个六元组，即 a_act=<a_join，a_observe，a_compute，a_decide，a_share，a_quit>。
a_join：加入到某个协同态势感知网；
a_observe：获取全局目标和态势信息；
a_compute：利用推理和计算能力，形成当前的态势感知信息；
a_decide：根据全局目标、节点自身的能力和资源的约束条件，形成该节点的局部目标；
a_share：分发局部目标，共享理解的态势感知信息；
a_quit：退出某个协同态势感知网。

4 协同态势感知社会计算研究的主要问题
4.1 协同控制算法
鱼群和蜂群经常因为食物来源的变化而到处迁移，鱼群中只有很少的个体知道目标在哪里，但它们就
能影响到整个鱼群的觅食迁徙；蜂群中约 5 %的个体就能引导整个群体飞到新的巢穴[8]。因此，通过控制少
量个体便可以达到控制整个网络或群体的目的。Liu 等人（2011）[9]发现可以通过驱动其中少数的节点来对
网络加以控制，并给出了最小驱动节点数的解析公式。
Rebecca Stewart 等人（2008）[2] 指出系统层次的态势感知对整个系统的性能表现至关重要。对于协同
态势感知网来说，并不需要所有的节点都加入到协同态势感知网中，多余的网络连接可能会造成态势感知
能力的下降。因此，有必要研究协同控制算法，重点回答以下问题：对于一个给定的群体, 要实现共同的态
势感知，到底需要选择多少个节点进行协同? 选取哪些节点?节点之间的结构关系又是怎样的？
4.2 网络演化方式
多武器系统的协同态势感知网络是高度动态的，根据作战任务的不同，新的节点可能通过建立新的连
接，加入一个网络，同时，该网络中的某些节点可能通过断开已有的连接，离开一个网络，即协同态势感
知网络的结构随着作战任务不断发生演化。研究多武器系统协同态势感知时，需要了解呈现动态变化的态
势感知网络中新的连接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以及网络结构是如何变化的。
Asur 等人（2007）[10]研究了社会网络的动态演化方式，并提出了一个通用的方法，即：对一个网络按
时间取一系列的快照，通过社区发现方法得到社区结构，然后通过事件检测和行为分析方法挖掘社区演化
的模式。
可以利用社会计算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协同态势感知网络的演化方式，分析网络中各个节点的行为，
记录并分析不同作战任务下各个节点间的协同关系，从而找出网络结构，挖掘网络演化模式。
4.3 群体协作支持
多武器系统的协同态势感知离不开群体协作支持，社会计算环境下的群体协作是将复杂问题分解成不
同的部分，由多个具有不同技能和经验的人共同解决，然后将多个分布式个体的微小贡献结合在一起，激
励深层推理。
协同的态势感知基于物理上的信息网络，目前各国都在建设或完善通用态势图（COP），在此基础上，
节点之间的协作尚需回答以下问题：共同目标如何分解？共同目标和局部目标之间是否能保持一致？局部
目标之间是否存在冲突？资源、能力和目标之间是否能匹配？分布式的态势感知如何形成一致的共同态势
感知？

5 总结与展望
感知是决策和协同的基础，对于快速变化的战场态势，需要多个实体进行协作，才可能实现共同的态
势感知。应重点研究“群体感知理论”，即一个群体在进行协同时，态势感知一致是群体对态势形成一致性
感知的过程。社会计算理论和方法为解决协同态势感知提供了途径，但是尚需研究其内部机理和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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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通过群体协作支持完成协同态势感知，提高态势感知质量和决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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