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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总体描述 

“墨子联合作战推演系统”是一款“人在回路”的联合作战推演系统，覆盖陆、

海、空、天、电全作战领域；能够支撑战役、战术级推演；支持作战筹划、作战

组织、和兵力指挥的全流程推演；系统提供 130 多个主要国家或地区的主要装备、

兵力部署及作战规则数据。 

本系统以现代海空作战推演为主，覆盖陆、海、空、天、电全域联合作战，

支持战术、战役等多类作战想定的快速构建和推演仿真。系统支持从顶层作战筹

划到单武器平台精细控制的全纵向指挥控制，聚集多种作战力量和不同作战单元

之间的协同配合，在武器装备战术使用原则约束下完成多方之间对抗博弈推演，

应用于作战概念研究、作战方案和演习方案评估、战法创新和验证评估、指挥员

培训、武器装备论证与运用研究、军事人工智能研究、全国兵棋推演大赛等领域。  

2 进阶功能 

 想定编辑 2.1

 想定精细度 2.1.1

可以看到在想定编辑选项卡内有想定精细度的按钮，单击此按钮弹出想定特

征与仿真精细度设置界面。 

 

图 1 想定精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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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内包含高精度火控算法、海/空弹药库不受限、飞机高精度毁伤模型、

通信干扰、通信摧毁、弹道导弹精细模型、通信网络等功能。 

2.1.1.1 海空弹药库不受限 

 

图 2 挂载方案 

海/空弹药库不受限在未勾选情况下，系统内所有单元遵循弹药库弹药储备数量限制，若弹

药库内此弹药储备量不足时，飞机挂载是无法进行更换的，如图，可用挂载均为 0，挂载方

案均为灰色，无法使用。 

 

图 3 挂载方案 

海/空弹药库不受限在勾选情况下，系统内所有弹药库内可用数量均为无限

制，挂载方案无限制使用，此平台内弹药库将不受消耗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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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通信干扰 

 

图 4 通信干扰 

通信干扰功能在未勾选情况下，通信干扰模型不启动，此处蓝方 EC-130 通

信干扰机对红方 RQ-1B 无人机没有任何影响。 

 

图 5 干扰效果 

在勾选通信干扰功能后，通信干扰模型启动，此处蓝方 EC-130 通信干扰机

对红方 RQ-1B 无人机干扰有效，且消息输出界面显示 RQ-1B 无人机所有通信设

备已丧失能力，此时 RQ-1B 无人机与本方无通信联系，无法提供态势信息。 

 想定气象 在案例中体现 2.1.2

在想定编辑选项卡中，我们可以发现气象环境按钮，单击后弹出气象环境配

置界面，包含平均气温、降水量、天空云量、风力情况四种可调节气象环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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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气象环境 

教学中我们使用 1 架 RQ-1B 型捕食者无人机通过红外/光电传感器对水上目

标舰艇进行抵近侦察，我们可以从 RQ-1B 发现的目标的距离上看出气象变化对装

备的影响。首先我们测试在天气晴朗，无风的理想情况下，RQ-1B 发现目标的距

离。 

 

图 7 发现距离 

可以看到 RQ-1B 发现 116 度方向 31 公里处的基洛夫核动力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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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气象环境 

接下来测试有低空云层和大雨的情况，选择降水量：大雨、天空云量：调制

第 8 格，一般的中高度云和少量的高高度云，风力不变。 

 

图 9 显示云层高度 

通过推演可以看到，RQ-1B 在 3658 米高度时，在云层以上，尽管到达目标

上空也未发现目标，在降高至云层 2130 米以下时，红外/光电传感器发现目标。

在系统中气象变化对装备实体在工作过程的影响体现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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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元导入/导出 2.1.3

2.1.3.1 单元/编组导出至数据库 

 

图 10 添加单元 

想定中添加一个单实体机场，选中该实体机场，点击 R 键修改单元名称。 

 

图 11 修改单元名称 

点击想定编辑内的单元导入/导出按钮，选择将所选的单元/编组保存至数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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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导出单元编组 

弹出导出单元/编组到数据库界面，界面左侧为选择导出至哪一国家或地区

节点内，右侧填写该导出编组或单元的状态信息。填写完成过后点击界面内保存

按钮，该编组成功导出至挪威节点下。 

 

图 13 导出单元编组 

以上是从导出单元/编组至数据库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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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 从数据库导入单元/编组 

 

图 14 新建想定 

此时新建一个想定。 

 

图 15 导入编组至想定 

点击想定编辑内的单元导入/导出按钮，选择从数据库中加载单元/编组，弹

出从数据库加载单元/编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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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导入编组 

打开之前导出编组的国家节点挪威，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导出到数据库的编组

波桑厄尔机场，此时勾选波桑厄尔机场，单击加载选定的编组，地图中便会导入

我们之前导出的机场，经纬度、名称、组件，机场内的载机全部一样。  

 

图 17 导入编组 

以上是从数据库导入单元/编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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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3 单元/编组到出至文件 

 

图 18 导出编组至文件 

先选中波桑厄尔机场，点击想定编辑内的单元导入/到出按钮，选择将所选

的单元/编组保存到文件。 

 

图 19 导出编组至文件 

选择后会弹出导出单元/编组到文件的界面，填写状态信息后，点击保存，

弹出选择文件夹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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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查看导出位置 

填写文件名，选择另存为的文件夹位置，单击保存，成功导出机场编组到文

件。以上是导出单元/编组到文件的流程。 

2.1.3.4 从文件导入单元/编组 

 

图 21 导入编组单元 

此时新建一个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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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导如文件中的编组 

点击想定编辑内的单元导入/导出按钮，选择从文件中加载单元/编组，弹出

从文件中加载单元/编组界面。 

 

图 23 选择需要导入编组 

此时弹出从文件加载作战编组界面，选择欧洲国家挪威，找到之前存入文件

的斯堪的纳维亚机场，勾选该机场，点击加载选定的编组按钮，此机场会加载至

地图内，以上是从文件导入单元/编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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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查看导入的编组 

 条令规则 2.2

 作战条令 2.2.1

 

图 25 交战规则 

此时对挪威对空的交战规则进行调整，对侵犯领空的未识别目标进行自由开

火，打开推演方条令界面，可以看到在交战规则内“武器控制状态，对空”的下

拉框内的默认选择为谨慎开火，单击下拉框后会出现多种选择，我们选择自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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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规则，选择后单击界面下方重置关联的使命任务，将本推演方内所有任务的交

战规则重置为新规则。 

 

图 26 作战行动规则 

调整挪威战斗机返航时燃油剩余状态，在空中作战行动燃油状态栏内选择剩

余 10%任务燃油时即终止任务返回基地，此时飞机会在 Bingo 加 10%的油量值时

返航。 

 

图 27 作战行动规则 

调整挪威战机武器状态，Winchester 代表是消耗掉任务所需使用的武器，比

如对地攻击任务中，必须在对地攻击武器投放完毕后才可称为 Winchester。 

Shotgun 代表战机所有挂载的武器在消耗至某个数量的情况，比如在执行空

中巡逻任务的战机，挂载 6 枚空空导弹，对一个目标发射 2 发导弹后，剩余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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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达到返航标准时会继续在空执行任务。此教学中选择 Shotgun 超视距与防

区外打击武器已经耗光，立即脱离战斗的选项（红框内）。 

 

图 28 电磁管控 

挪威方电磁管控设置需要调整，雷达、干扰机、声纳默认值均为被动，挪威

战机执行的是对侵犯领空的目标进行拦截，因此挪威战斗机应打开雷达，扩大对

目标的搜索范围，快速获取目标精确位置信息。因此在雷达下拉框位置需要选择

主动模式，干扰机保持被动模式。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下角重置关联的作战任务。

重置本方所有任务的电磁管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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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武器使用规则 

电磁管控设置完成后，调整武器使用规则，可以看到截图红框内 AIM-120B

型空对空导弹对 3代机的使用规则为每目标 1发，鉴于三代机的性能和作战规则，

应调整为每目标 2 发；自动开火距离为最大射程，为了增加命中率，可适当缩小

发射距离，使目标进入不可逃逸区后再开火，此处则可设置为 64 公里。 

 事件 2.2.2

触发器加动作构成一个事件，在想定推演过程中可通过事件完成单元的状态，

任务等的转变，下面通过地面雷达站发现敌方单元，将地面机场内战备值班的

F-16 战斗机加入对空拦截任务，用这一事件作为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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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 2.2.3

 

图 30 动作设置 

初始态势中，蓝方雷达开机，机场中停放有 6 架 F-16 战斗机，3 架 E-3 预警

机。红方机场内停放 6 架苏-27 战斗机。蓝方雷达探测到红方战斗机起飞后，lua

语句实现的动作将 F-16 战斗机添加至拦截任务。 

 

图 31 动作设置 

首先点击创建任务，给蓝方创建对空打击任务，命名为对空拦截（任务名称

在编写时尽量不要重复，如果无法避免，可在名称后加编号以作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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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设置任务 

此时不需要给对空拦截任务分配执行单元，后续我们将利用 LUA 脚本动作给

任务分配执行单元。 

 

图 33 动作设置 

进入条令规则选项卡，点击动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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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动作设置 

弹出动作编辑界面，在创建新动作下拉栏内选择 LUA 脚本，选择后单击创建

新动作。 

 

图 35 动作设置 

弹出事件动作编辑界面，为此动作添加描述为加入对空拦截，通过红框内脚

本模板下拉框选择将单元分配至任务语句（更多其他动作语句在 LUA 学习手册内

可进行查询）ScenEdit_AssignUnitToMission ('AUNameOrID','MissionNameO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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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LUA 语句动作 

LUA 语句模板点击下拉框右侧的添加按钮，添加完成后，在 AUNameOrID 位

置添加分配的单元名称或 GUID，MissionNameOrID 位置添加任务名称。全部语句

编写完成后，事件动作编辑完成。 

此动作解读为将 001 编队 #1 飞机分配至对空拦截任务，将 001 编队 #2 飞

机分配至对空拦截任务，将 002 编队 #1 飞机分配至对空拦截任务，将 002 编队 

#2 飞机分配至对空拦截任务，将 003 编队 #1 飞机分配至对空拦截任务，将 003

编队 #2 飞机分配至对空拦截任务。 

 触发器 2.2.4

事件是由触发器加动作组成的，上一节完成了动作的添加方式教学，这一节

开始触发器的添加方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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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触发器设置 

单击条令规则选项卡，选择触发器，弹出事件触发器编辑界面，在触发器下

拉框内选择单元被探测到，单击创建新触发器按钮，弹出单元被探测触发器设置

界面（如图红框内）。 

 

图 38 触发器设置 

添加触发器说明为探测到敌方目标，目标推演方（被探测方）为俄罗斯，目

标类型（被探测的目标所属领域）为飞机，目标子类型（被探测目标在功能上区

别）为战斗机，目标等级（被探测目标的型号）为苏-27SM/SM3 型战斗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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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被探测单元 ID）为不明。探测器推演方（探测方）为挪威，最小分类等

级（探测到哪一级信息）为不明，此时关闭界面以确认编辑完成。 

此时触发器设置完成，此处发起解读为挪威传感器需要针对探测分辨俄罗斯

的飞机且是战斗机且是苏-27SM/SM3 型战斗机，挪威只要分辨出俄罗斯苏

-27SM/SM3 型战斗机属于飞机领域，此触发器便激活，若探测到其他飞机，或其

它目标，此处触发器不被激活。 

 

图 39 触发器设置 

为事件添加描述为 F-16 对空拦截。此时动作与触发器都编辑完成，需要将

动作与触发器相关联，用以构成一个事件。点击条令规则选项卡（如图红框内）

中的事件按钮，弹出编辑事件界面（如红框内），在触发器选择下拉框内选择探

测到敌方目标触发器，点击添加触发器将选择的触发器添加进列表；在动作选择

下拉框内内选择加入对空拦截动作，点击添加动作将选择的动作添加进列表。这

样一个事件就制作完成。 

 脚本编辑 2.2.5

此功能用来效验我们之前编辑的 LUA 脚本动作是否能够成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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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0 脚本编辑 

首先进入编辑事件动作界面，复制一条 LUA 语句。 

 

图 41 脚本编辑界面 

单击脚本编辑按钮，弹出 LUA 脚本编辑器界面，将我们之前编写的 LUA 语

句粘贴进界面下方文本输入框内，单击运行，在上方文本框内会输出 LUA 语句。

如果如图中状态，未提示其它报错信息，则证明 LUA 语句正确，此动作可正常执

行并且执行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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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执行脚本 

我们所输入的语句解释为将 001 编队 #1 飞机分配至对空拦截任务。因此我

们打开任务编辑界面，应该可以看到这个动作已经被执行，001 编队 #1 飞机已

经被分配至对空拦截任务当中，此时证明我们编写的 LUA 语句可以正常被执行。

我们的 LUA 校验已经完成，由于编写的剩余语句与第 1 句相同，不做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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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战规划 2.3

 航线管理 2.3.1

 

图 43 航线管理 

飞机在执行任务时，在飞抵任务区域前，往往会有航路点或航线对飞机进行

导航，航线管理功能就是为单元执行任务时规划航线的。此功能不仅可以为平台

规划航线，同时也可以为巡航武器规划航线。 

 

图 44 航线添加名称 

单击添加航线按钮，弹出航线名称编辑页面，此处在航线类别可选择是为作

战单元（飞机，舰艇）规划航线，还是为武器（战斧式巡航导弹）规划航线，我

们此位置选择作战单元规划航线，航线名称命名为预警机航线，单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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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航线添加航路点 

再单击确认后，鼠标光标会变为十字样式，航线设置列表内也会出现预警机

航线的名称，此时我们可以再地图内点击以确定航路点当航路点大于 1 个时，便

会出现两点连线，也就是航线。我们可以根据任务需求在地图中标定航路点，划

定航线结束后，按 Esc 确定，所有航路点会出现在航线详细信息列表内，在此处

可以调整武器单元在经过每个航路点时的速度，高度/深度，传感器状态等条件，

确定后关闭航线管理器界面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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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任务添加航线 

打开任务编辑界面，选中我们想要设置航线的任务，在飞机设置列表内可以

看到出航航线选项，我们在此处可以选择刚添加的预警机航线，预警机任务添加

航线。在此任务执行时，任务内的执行单元会按照航线飞行至任务区。 

 

图 47 执行航线 

 禁航区/封锁区 2.3.2

2.3.2.1 禁航区 

禁航区意味着不能逾越的红线，一般这种区域内会有无法预估的危险或大量

敌人，因此一般在作战时会给己方画出禁航区，限制本方单元进入某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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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禁航区 

首先在想要设定禁航区的周边用参考点标记，选中所有禁航区周边参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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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建立禁航区 

点选根据所选参考点构建禁航区按钮，弹出编辑禁航区界面，此时我们想要

设定的禁航区已经变为深红色，在编辑禁航区界面调整禁航区应用于何领域，在

点集列表可以添加或删除规划禁航区的参考点。调整完毕后关闭界面，此禁航区

就设定完成了。 

2.3.2.2 封锁区 

封锁区意味着本方对区域的控制权，有任何进入封锁区的单元都会被标定位

非友方或敌方，会受到我方重点探测或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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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0 封锁区 

封锁区的设定的方式与禁航区相同，用参考点点选封锁区周边。 

 

图 51 封锁区 

点选根据所选参考点构建封锁区按钮，弹出编辑封锁区界面，此时我们想要

设定的封锁区已经变为红线连接所圈定的区域，在编辑封锁区界面调整封锁区应

用于何领域，在点集列表可以添加或删除规划封锁区的参考点。调整完毕后关闭

界面，此禁航区就设定完成了。 

 通信网络 2.3.3

To be continued… 

 推演控制 2.4

 蒙特卡洛仿真 2.4.1

蒙特卡洛仿真作为一种随机抽样仿真功能，墨子推演系统利用此仿真方式对

推演结果进行输出。  



北京华戍防务技术有限公司 

33 

 

 

图 52 蒙特卡洛仿真设置 

首先在 Mozisever 文件夹内找到 EventExport.ini文件，打开后在ActiveExporter 

= 后输入 CSV，并保存文件，此时 墨子系统 CSV 功能便以开启。CSV Settings

为蒙特卡洛仿真在输出时所统计的数据，True 代表统计该项数据，False 代表不

统计该项数据，调整完成后保存退出。 

 

图 53 蒙特卡洛仿真设置 

蒙特卡洛仿真设置设定完成后，回到单机版推演界面，此时在推演控制选项

卡内会看到蒙特卡洛仿真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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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蒙特卡洛仿真 

单击蒙特卡洛仿真按钮后，弹出蒙特卡洛仿真通用设置界面，从仿真想定处

选择需要进行仿真的想定文件，仿真结果会输出在 MOZI sever 文件夹内的

Analysis 文件夹内，仿真次数可以按需求选择。 

 

图 55 蒙特卡洛仿真设置 

在输出选项内勾选导出到 CSV 文件，只有勾选了导出到 CSV 文件，仿真结果

才会输出。设置完成后，点击开始，系统会将自动开始对想定进行仿真推演并输

出数据。在仿真结束后会弹出推演完成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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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 2.4.2

 

图 56 选项设置 

推演过程中，有些时候在数据单位的显示上会有一些区别，比如海上距离在

测算时大多情况会使用海里作为计量单位，速度会使用节，但是为了适应性，系

统内默认会显示公里和公里每小时，但是这些计量单位是可以在系统内调整显示

的。如图，推演控制选项卡内的选项按钮，单击后会弹出对系统的设置界面，在

常规项内我们就可以看到，速度使用节，距离使用海里的选项。若勾选，系统内

所有显示的距离均显示为海里，速度均显示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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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地图显控 

地图显控中包含：声呐浮标可视性调节，可调节声呐浮标在地图中的显示状

态； 

参考点可视性调节，可调节参考点在地图中的显示状态； 

光标地图数据显示位置，默认为地图底部的绿色框内，显示鼠标光标所指位

置的高度/深度、海况、风力、天气等信息； 

地图上单元军标显示的类型：象形军标、北约军标等；显示编组成员，在编

组状态下，是否只显示领队图标； 

显示计划航线：是否显示每个单元的当前计划航线； 

显示路径点之间的相对距离和角度：勾选后地图中同一航线两个相邻路径点

之间的距离和角度； 

操作单元位置使用经纬度：勾选后移动单元位置时可输入经纬度调整位置； 

作战编成显示型号信息：勾选后在作战编成显示页显示单位型号信息； 

自定义地图缓存路径：勾选后可以调整地图缓存路径 



北京华戍防务技术有限公司 

37 

 

 

图 58 功能配置 

功能配置时针对特殊功能的启用，定制的界面内容，可通过勾选启用飞机起

飞降落模型、飞机地面加油模式、自杀式无人机模式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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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消息输出 

消息输出界面可以调整消息输出界面内显示消息总条数、输出消息类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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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0 背景音乐界面 

声音/音乐选项界面可以控制推演音效和背景音乐的播放与关闭。 

 

图 61 推演效率界面 

此界面内功能影响推演效率，例如：不允许切换至高性能电源模式、启用航

迹功能、显示辐射矢量等，用户可根据设备情况自行设定。 

选项内还包括地图显控设置、功能配置、消息输出、声音/音乐、推演效率

等设置，用户在使用时可在此处对系统进行调整设置，满足不同用户对推演过程

中的需求。 

3 基础数据管理工具教学 

 模型数据修改案例 3.1

 实体模型 3.1.1

在想定中，若需要修改武器装备数据，就需要利用基础数据管理工具，修改

或添加数据库内装备，以便我们在 MOZIsever 内调用新装备。此教程中我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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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挪威 F-16AM，通过复制 F-16AM 数据来新建一个飞机。由于是在现有装备

上修改，复制可以省略调整大部分相同数据。 

 

 

图 62 实体模型 

首先在数据库管理工具内选择实体模型-飞机，在国家选择框内选择挪威，

型号填写 F-16AM。进行搜索；也可以直接通过 MOZIsever 内查询我们所要升级

的装备的 DBID（红框内），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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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复制界面 

选中目标装备后，点击复制，弹出复制的数据界面，我们可在此处对该装备

数据进行修改。 

 

图 64 编辑界面 

假设 F-16AM 换装新型发动机 F-119，需要将原本的 F-110 发动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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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推进系统界面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推进系统界面（此列表内的选项均为数据库中的组件

模型内的推进系统），选择 F-119 涡扇发动机，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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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添加推进系统 

这样，F-16AM 我们就将其发动机由 F-110 换为 F-119。 

 组件模型 3.1.2

 

图 67 组建模型 

上一节教程中，我们计划更新 F-16AM 的推进系统，但组建模型中若无我们

可用来更新的推进系统，就需要我们重新创建一个 F-119 发动机，我们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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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有 2 台 F-119 发动机的组合，但是 F-16AM 属于单发战斗机，因此我们可

以复制 2 台 F-119 发动机的数据进行修改。 

 

图 68 修改推进系统 

发动机数量修改为 1 台，军用油门推力、加力油门推力、燃油消耗速度等数

据都需要调整，右侧性能列表也需要调整。注意在调整发动机性能时，结构要与

调整前相同，比如低速、巡航、军用等性能要能够一一对照，低速有 4 个速度区

间，巡航和军用也要有。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新发动机建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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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定装备数据更新 3.1.3

 

图 69 更新装备数据 

想定编辑中最后一个按钮，想定装备数据库更新，此按钮用于更新数据库中

新添加或更改的装备数据，使想定中的装备数据与数据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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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0 更新装备数据界面 

单击将想定所用数据库更新到最新版本按钮，弹出数据库更新界面，勾选强

制深度重建，单击我明白-深度重建当前想定，在重建想定完成后，下方文字框

会出现请关闭窗口字样，此时关闭此窗口，该想定就以重建完成，我们所修改的

新装备数据会出现在想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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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队编制修改案例 3.2

 

图 71 传感器界面 

部队编制列表内，有诸多节点，代表部队层级、编成。选择一个节点时，右

侧列表内出现该级部队编制内装备数量，若需要添加或修改，点击添加按钮弹出

添加编制界面，可从中选择需要添加的编制的领域、名称、数量。选择后保存可

添加选定的编制。 

 部署数据修改案例 3.3

 

图 72 部署数据修改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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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数据列表内与部队编制列表同样存在诸多节点，此列表以地域划分，下

一级节点以国家划分，再添加节点分类时需右键选择添加→添加分类即可添加新

的分类节点。 

 

图 73 添加部署数据 

添加设施有两个方式，一是手动添加，需要手动输入坐标信息，选择领域及

单元后，修改名称，单击确定添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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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添加部署数据 

二是在地图中鼠标点选位置，点选后弹出添加单元界面，界面内坐标点已经

自动录入，选择单元后修改名称，单击确定添加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