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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deep learni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has the ability to affect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systematic strategy early
warning, how to use the massive exploration data to improve the early warning ability is becoming the research hotspot.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is technology, considers the characteristic of systematic strategy
early warning to propose some thought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on the
strategy early warning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equipment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processing intelligence and provides the idea for the utilization of massive
early warning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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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大数据时代下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具备了影响军事作战的能力。在体系化战
略预警过程中，如何利用海量的探测数据来提高预警能力正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从介绍深度学习技术
入手，分析了该技术的本质特征，结合体系化战略预警的特点，从装备智能化、情报信息传输与处理智
能化等方面提出了深度学习技术对战略预警体系影响的几点思考，为海量预警情报数据的利用提供了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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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战胜人类曾是科幻电影中的经典桥段，如今在大数据的支持下，这些幻想正在成为现实。
2016 年 3 月，以深度学习技术[1]为核心的谷歌智能围棋程序(AlphaGo)击败了世界冠军李世石，引起一
片哗然。曾几何时，当 1997 年 IBM 的人工智能程序深蓝第一次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时，
美国时代杂志曾断言“计算机要想在围棋上战胜人类，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时间”，然而过了不到 20 年时
间，这个预言就被推翻。恩格斯曾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
它们便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2]那么以深度学习
为代表的大数据时代下人工智能技术，会对新质作战力量——战略预警体系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深度学习技术的简介
深度学习是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技术之一。它的本质是模拟人脑的机制，研究
如何从海量数据中自动地获取多层特征表达，达到仿造人脑解释数据，发现数据分布式特征，实现提升
分类或预测准确性的最终目的。如今，国内外各大研究机构和技术公司都纷纷开展深度学习技术的相关
研究，在算法模型的开发上，新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构建方法层出不穷。在专用硬件开发上，继 2016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发布全球首个能够“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处理器芯片“寒纪武”，
几乎在同一时间，大量专用于“深度学习”的计算机芯片被公布，例如：麻省理工学院(MIT)的“Eyeriss”，
硅谷芯片制造商 Movidius 的“FathomNeuralComputeStick”，IBM 公司的“TrueNorth”等等。总的说来，
深度学习技术相较于传统人工智能技术具有以下两点优势：

2.1. 能够提升大数据处理能力
深度学习是应大数据时代下海量数据分析和处理的需求而诞生的人工智能技术。传统的以浅层学习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主要是根据人类的需求，以一定的数学模型为基础，来完成一些相对简单的分类或预
测任务，因此浅层模型的性能非常依赖人工经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然而，在大数据时代
下，海量的信息数据早已经超出了人类思考的极限，那么依赖人的经验所构建的浅层模型很难满足大数
据的处理要求。不同于浅层学习，深度学习采用类似人脑的分层模型结构，通过消耗大量的计算从海量
输入数据中按照从底层到高层的顺序逐级提取有用特征，不再依赖人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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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能够抽象出海量数据中的潜在规律
相较于传统的浅层模型，深度学习能够揭示海量数据里所承载的特征结构，从而挖掘出更多有价值
的信息和知识。采用深度学习构建的人工智能网络，在挖掘大数据的内在关联能力方面强过人类，甚至
能够通过学习掌握更为抽象的概念，这也是 AlphaGo 战胜李世石的关键因素。正是因为看到了深度学习
技术的潜力，科学家们开始研究采用深度学习技术让计算机从事无人驾驶、歌曲编写、作画甚至编写程
序等对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要求更高的领域，并取得了进展。例如：Google 就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到其
无人驾驶汽车上以及猫脸识别，一些知名的研究机构已经研究出能够作画甚至谱写简短歌曲的人工智能。

3. 深度学习对体系化预警的影响
3.1. 体系化预警的基本概念及面临的难点问题
战略预警体系是指利用先进的探测、监视和通信技术手段，搜索、发现、识别、跟踪和监视来袭或
威胁的战略性目标，为己方及时、有效地实施抗击、反击或防护行动提供情报支援的综合性系统。体系
化预警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海量数据。体系化预警数据已经符合大数据的四个基本特征：大量化
(Volume)、多样化(Variety)、快速化(Velocity)及价值(Value) [3]，主要体现为：长时间不间断预警探测导
致的大体量情报数据、多样探测手段导致的繁多数据类型(红外图像、雷达回波等)、实时作战要求下的快
速预警情报数据处理与传输、高价值情报数据所占密度低。因此，在体系化预警的背景下，如何进行预
警数据的快速分析以及缩减从“数据到决策”所需的大量时间和人力是战略预警力量发挥效能的关键。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大数据科学与技术的研发工作，已经提出了要针对大数据自动分析技术、文本分析技
术等项目进行投资[4]。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下的人工智能技术是体系化预警中快速获取有用情报数据，
为战略准备和不同层面的作战行动提供信息支撑的重要助力之一。

3.2. 深度学习技术在体系化预警中的运用
那么，从战争需求的视角来看，深度学习技术会对体系化预警的发展带来哪些改变呢？
3.2.1. 提升探测装备智能化水平
战略预警的核心手段是探测，它是探测装备应用最为广泛的新质作战力量。体系化预警要求突破军
兵种的界限，综合运用不同探测体制的装备，实现对所有类型威胁目标的预警。因此，探测装备的先进
性和智能化水平直接制约了体系化战略预警的作战效果。探测装备的智能化主要体现为无人化全自动。
无人化探测装备一直是军事发展的重点，随着深度学习技术在人工智能领域上取得的突破，无人化装备
的作战性能将会得到极大地提升。智能化认知雷达[5]，智能化电子战系统[6]，无人预警机[7]等正在成为
下一代战略预警智能化装备的发展热点。
3.2.2. 提升情报信息传输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体系化战略预警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预警装备网络化，即把所有的预警探测装备(包括：高轨红外预
警卫星、预警机、浮空器雷达、地面常规情报雷达、相控阵雷达等)组成一个“传感器网”作为情报信息
中心的主要信息源。那么，这些海量信息数据如何传输就成为了体系化战略预警的核心问题。体系化预
警信息传输主要面临的难题有：1) 信息量大，在传输过程中容易出现信息过载饱和，甚者造成系统瘫痪；
2) 系统稳定性要求高，实时监控、检测、自动排故难度大。
装备操作人员很难对上述问题做出及时地反应，这就要求情报传输系统能够智能化的检测故障，判
断信息是否过载，然而系统故障特征很难提取，因此很难通过传统的浅层模型来表征系统运行参数与故
障状况之间复杂的映射关系。深度学习技术能够通过挖掘海量数据信息的内在关联，突破传统技术的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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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实现系统故障的自动监测。体系化预警探测采用的是“平战一体”的模式，即全天时全天候的持续
探测。因此，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有大量的信息数据产生，这样信息传输系统就会产生诸如数据流量、
传输速率、信道带宽、噪声、误码率等海量运行参数数据。用高性能计算机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学习，
就可以达到自动排除系统故障的目的。
3.2.3. 提升情报信息处理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体系化战略预警过程中情报信息处理面临的难题主要有：1) 传感器网分布广阔，结构形式多样，面
临各种电磁干扰；2) 有价值的情报密度低，数据分析难度大。因此，非智能的预警信息处理系统会直接
导致军事分析人员无法及时准确的提供预警情报。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当预警探测装备受到干扰时，
装备操作人员会因为不理解抗干扰处理算法的原理与多样的干扰模式，而不知道采取何种信息处理手段
来应对，并最终导致无法准确预警，造成漏警、虚警等重大事故。采用深度学习技术来构建合适的人工
智能网络，就能使预警情报信息处理系统智能化，从而帮助军事分析人员更好地获取情报。其中，智能
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基础分类识别能力和高级情报数据分析能力。其中，基础的分类识别主要包括：
通过学习实战训练过程中积累的干扰类型以及抗干扰手段处理后信息数据，来判断在何种干扰模式下，
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抗干扰信息处理算法。高级情报数据分析主要包括：1) 通过学习大量不同来源的预警
探测信息数据：雷达回波、可见光和红外图像、文本、视频等，让计算机形成一定的思考能力，从海量
探测数据中分析出可能存在的威胁目标；2) 通过学习，来让计算机判断体系化预警中的虚警。在“平战
一体”的体系化预警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发生虚警，随着预警装备网络中加入的装备数量增多，虚警
数量会远远超出分析人员的能力。如果让计算机来学习预警探测时捕捉到的大量不明虚警、气象预报、
技侦情报等数据，并挖掘出其中的潜在规律，就可以快速判别出虚警，从而确保预警情报的准确性。

4. 结语
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发明，比如计算机、互联网、核裂变、飞机、卫星等，其研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
战争，但是随后都被纳入到战争需求的轨道，甚至改变了战争本身。本文针对体系化战略预警过程中产
生的海量数据，提出了将深度学习技术应用到体系化战略预警中的几点思考，主要目的是为如何利用战
略预警体系中产生的大量探测数据来解决预警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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