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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基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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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墨子系统 

安装完成后，打开桌面上的 MoziServer.exe 快捷方式即可启动墨子系统，或

进入安装根目录的 bin 文件夹，找到并打开 MoziServer.exe 启动墨子系统。 

启动后的界面如下。 

 

图 1 墨子系统界面 

接下来点击“启动界面”，弹出启动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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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启动界面 

3 学习墨子系统 

 空战教学 3.1

 飞行教学 3.1.1

3.1.1.1 基础手动飞行 

在启动界面点击“加载想定”，在加载想定窗口中展开“初级教学”、“空战

教学”、“飞行教学”，选择 1.基础手动飞行，你将看到窗口右侧看到该想定的标

题、年代、地区、复杂度与难度，以及想定描述，请仔细阅读想定描述 

点击加载想定，进入选择推演方并查看任务简报窗口，可选推演方下拉菜单

可选择扮演哪一推演方，这里是不可选的，只能选择挪威方；任务简报界面显示

该推演方的任务简报，请仔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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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选择推演方界面 

点击“进入推演想定”，进度条读满后，选择推演方窗口会消失，地图视角

会移动到推演方部署态势的中心位置，如此就是进入想定了。 

 

图 4 想定加载完毕的界面 

在地图上，我们所扮演的挪威方拥有 1 个空军基地、1 个地面雷达站和 3 个

低空导弹营，并且会看到 1 个白色的圆圈和 3 个粉色的圆圈，点击上方控制栏“态

势显示”，“态势显示”面板“威力范围”模块标注了不同颜色圆圈的具体含义。 



北京华戍防务技术有限公司 

6 

 

 

图 5 威力显示范围 

这样我们就知道白色的圆圈是我方对空探测范围，粉色的圆圈是对空攻击范

围，并且这些圆圈的圆心都对应着地面雷达和地空导弹营的位置。 

现在点击上方控制栏“推演控制”，点击“启动/恢复”，让推演进行 5 到 10

秒钟。 

 

图 6 推演开始后发现不明空中目标 

当时间过去大约 5 秒，会发现地图上出现一个目标空中目标，点击“停止/

暂停”，来暂停推演。点击不明空中目标，右侧对象信息显示该目标被探测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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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可以发现该目标是被我方地面雷达发现的。因为目标与我方雷达有一定距离，

其 RCS 还不够明显，因此无法识别该目标。 

有不明空中目标进入挪威国境，因此我们要派飞机去侦察它，注意我方波桑

厄尔空军基地的图标，其右下角有一个黄色的矩形，举行里面有一个黑色的等腰

三角形，这个标记表示该航空设施内停放着飞机，我们就用该机场。 

点击波桑厄尔空军基地，右侧对象信息界面的“载机”按钮上显示 5/9，这

表示该航空设施一共停放 9 架飞机，其中 5 架是可以出动的。 

 

图 7 空军基地的载机按钮 

点击“载机”按钮，会弹出“空中行动”窗口，在该窗口中可以看到里面停

放着 6 架 F-16 战斗机和 3 架 E-3A 型预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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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空中行动窗口 

点击 E-3A 预警机名称，会弹出数据库浏览器，可以阅览该型飞机的具体数

据。 

 

图 9 数据库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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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浏览装备详细数据 

展开 E-3A 预警机，可以看到 3 架 E-3A 预警机的呼号、状态、任务、挂载、

完成准备时间和快速出动。3 架 E-3A 预警机的状态是停放状态，完成准备时间

是 2 分钟，描述的文字是绿色，表示这 3 架 E-3A 预警机是可以随时出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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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空中行动窗口中的停放飞机信息 

选择其中预警机 #1，点击“单机出动”。可以看到该飞机的文字颜色变成黑

色，状态变成正在滑行准备起飞，完成准备时间为 2 分钟。按下键盘上空格键，

这是“启动/恢复”功能的快捷键，使推演继续。 

目前的推演速度是 1 秒（实时），如果觉得慢可以在上方控制栏“推演控制”

面板选择推进速度，建议此时选择 5 秒（5×）或 15 秒（15×）速度，不宜过快。 

大约 2 分钟后，预警机 #1 经过滑行、起飞等动作，已经升空。关闭空中行

动窗口，可以在地图上看到我方预警机在基地上空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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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飞机准备出动 

大约 2 分钟后，预警机 #1 经过滑行、起飞等动作，已经升空。关闭空中行

动窗口，可以在地图上看到我方预警机在基地上空盘旋。选择这架飞机的军标，

按键盘 F3 键，用鼠标左键为这架飞机规划航线，出现在地图上方形小点是飞机

上的导航点，灰色的线是飞机飞向导航点的航线。规划好之后按键盘 Esc 键，完

成航线规划。让该飞机飞向我方地面雷达附近；按下 F2 快捷键，会弹出油门和

高度窗口，在这里可以手动设置该飞机的速度和飞行高度，既可以选择预设油门

和高度，也可以选择手动输入具体的速度和高度值，设置好后，飞机就会按照计

划的速度和高度飞行了。这里建议速度选择巡航、高度选择约 10000 米左右。另

外，我们设置好飞行的导航点后，也可以给导航点设置计划速度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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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为飞机规划航线 

规划好航线后，恢复推演，当预警机 #1 抵达导航点后，选择该飞机军标，

在右侧对象信息窗口选择“传感器”按钮，会弹出传感器窗口，取消勾选“作战

单元遵循电磁管控规则（不手动调整传感器控制）”，在分类选择中勾选雷达，即

可开启该飞机雷达。自二战以来，雷达一直是常用的对空探测手段，在侦察和引

导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预警机作为大型机载搜索/跟踪雷达的搭载平台，

在侦察空中目标方面地面雷达有着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对低空目标侦察。 

 

图 14 开启预警机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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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启预警机 #1 雷达之后，可以看到地图上出现了黄色圆圈，这是预警机

雷达的对面（海面/地面）探测范围。继续推演大约 1 分钟，我们可以看到不明

空中目标被预警机识别出来了，是 1 架米格-29 战斗机，属于俄罗斯推演方。点

击上方控制栏“显示设置”按钮，勾选“推演消息”，推演界面下方会弹出推演

消息窗口，选择关键事件，可以看到目标米格-29 是被我方预警机 #1 的机载预

警雷达识别出来的，该预警雷达是有源相控阵雷达，具备 NCTR 功能，该功能可

以通过分析空中目标发动机桨叶、喷射的尾流等指标，识别目标飞机型号。 

 

图 15 关键事件显示目标被识别手段 

这架俄罗斯的米格-29 战斗机未经允许进入我们的领空，应该将其击落！现

在选择波桑厄尔空军基地的载机，展开 F-16 战斗机，可以看到 001 编队是可以

随时出动的状态；002 编队的描述文字为红色，挂载为预备飞行，说明该编队飞

机没有处于战备状态，无法立即出动；003 编队描述文字为黑色，完成准备时间

有具体的时间，表示该编队正在进行出动准备，只有在完成准备时间之后才能出

动。其中 001 编队有快速出动描述，快速出动是指飞机正处于高强度出动状态，

在一般出动情况下，对空挂载方案需要准备 3 小时，对地挂载方案需要 6～20

小时，在快速出动情况下，出动准备时间会缩短到 20～30 分钟，但是有次数限

制，超过快速出动次数后，飞机要进行 1 次一般出动准备，才能再次快速出动。

飞机的快速出动选项在空中行动窗口支持快速出动勾选项设置，推演方的快速出

动选项在作战条令中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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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F-16 战斗机状态 

现在通过鼠标左键复选 002 编队 2 架飞机，点击出动准备按钮，会弹出飞机

出动准备窗口，该窗口用于选择飞机挂载方案。 

 

图 17 飞机触动准备窗口 

目前该想定设置海、空弹药库不受限，因此所有的挂载方案都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想定不设置为海、空弹药库不受限，那么是否可以选择某项挂载方案要根据

空军基地的弹药数量而定，如果不可选，挂载方案选项的文字将是斜体，文字背

景将是灰色。 

选择“空对空 IRIS-T 空空导弹，轻型挂载 004”，点击左下角“确认-出动准

备”按钮，关闭飞机出动准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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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中行动窗口，可以看到刚才选择的 2架002编队飞机正在进行出动准备，

完成准备时间是 3 小时。因为我们要立即出动拦截敌机，因此复选 001 编队 2

架 F-16 战斗机，可以在可挂载武器模块看到当前所选飞机挂载的武器，点击武

器名称（蓝色），会弹出数据库浏览器展示武器数据，点击编队出动，并恢复推

演。 

大约 2 分钟后，由 2 架 F-16 战斗机组成的双机编队从波桑厄尔空军基地起

飞，并在基地附近空域盘旋。 

 

图 18 编队从空军基地起飞 

选择这个双机编队的军标，在对象信息面板看到该编队的当前状态信息，这

支编队一共有 8 枚 AIM-120B 中程空空导弹和 4 枚 AIM-2000A IRIS-T 近距空空导

弹用来攻击空中目标。也可以点击装备图片下方的装备名称，进入数据库浏览器

浏览装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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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作战编队的装备信息和武器信息 

选好这个编队的军标后，按键盘 F1 键，选择米格-29 战斗机，这支编队将自

动攻击所选择的目标。不要忘记开启编队飞机的雷达，只有开启雷达火控，飞机

才能锁定敌机并发射中距空空导弹。开启编队雷达的方式和单架飞机类似，点击

“传感器”按钮，勾选“雷达”选项，选“是”。 

注意编队周围的粉色圆圈，正如我们上文所说，这是这支编队的对空攻击范

围。 

恢复推演，这支编队开始向目标敌机飞行，当目标进入对空攻击范围时，编

队会对目标发射 2 枚 AIM-120 导弹。如果 2 枚导弹均未命中，编队会再次补射 2

枚，直到目标被击落或武器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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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我方双机编队攻击敌机 

目标被击落后，该编队完成了命令，会在原地盘旋待命。鼠标右键选择这支

编队，会弹出命令菜单，点击返航，让这支编队飞回波桑厄尔空军基地。或者用

另一种方式，左键选择这支编队，按键盘上 B 键，该编队也会返航。并且在右侧

对象信息面板，我们可以看到编队的当前状态，应该是“返回基地（受命）”。之

后飞机就会飞回基地并降落。 

 

图 21 返航状态 

恭喜你！完成了第 1 堂课，现在你可以启动第 2 个教学想定——自动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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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自动指挥空中单位 

欢迎来到第 2 堂课——自动指挥空中单位，在这里你将学习到通过任务指挥

机群作战。 

 

图 22 自动飞行教学想定初始态势 

现在将推演速度设置为 5 秒，启动推演。我们的雷达发现俄罗斯在边境集结

了一支机群，我们正密切监视他们的动向。 

 

图 23 俄罗斯击落我方预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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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检查波桑厄尔空军基地的飞机，可以看到该基地目前停放 12 架 F-16 战

斗机和 2 架预警机。展开 F-16 战斗机，其中 4 架飞机可以立即出动，4 架飞机需

要 15 分钟完成准备，4 架飞机需要 30 分钟完成准备。 

 

图 24 波桑厄尔空军基地飞机状态 

我们要用这 12 架飞机干掉俄罗斯 4 架战斗机。对于飞机数量多的机群，手

动控制飞行十分不方便，且效率低下。我们要用墨子系统的任务系统指挥我们的

机群作战，让他们自动与敌人交战。 

现在，选择上方控制栏“任务规划”，选择“定义区域”。 

 

图 25 选择定义区域 

在地图上用鼠标拖拽出 1 个小型矩形，地图上会出现 4 个参考点，参考点是

巡逻任务、支援保障任务等必备的闭合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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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定义区域在地图上添加 4 个参考点 

选择“作战规划”中的创建任务或使用键盘 Ctrl+F11 快捷键，会出现新建任

务窗口。我们在“名称”中填入要建立任务的名称，这次我们要建立空战巡逻任

务，建议名称为“空中优势巡逻”、“战斗空中巡逻”或“CAP”等术语。类型选

择“巡逻”，分类选择空战巡逻，具体如下图所示，确认无误后选择“确认”。 

 

图 27 建立空战巡逻任务设置方法 

现在系统弹出了任务编辑窗口，不要惧怕如此多的按钮和选项，我们只需要

调整几个关键的参数，其他按照默认设置即可调整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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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把没有作战任务的飞机添加到这个任务中，检查“未分配任务

的作战单元”面板，勾选 12×F-16 战斗机，然后点击面板左侧的左箭头。12 架

F-16 战斗机就会移动到“分配给任务的作战单元面板”中，之后这 12 架 F-16 战

斗机就会执行该任务。 

 

 

图 28 为任务添加作战单元 

在阵位上每类平台保持“4”个单元，不勾选“1/3 规则”，注意“编队规模”

选择“2 机编队”，“巡逻区”的点集是刚才定义的 4 个参考点。点击左下“任务

条令、电磁管控与武器使用规则”按钮，会弹出“作战条令与交战规则——针对

作战任务：CAP”窗口，点击上方“电磁管控设置”模块，将“雷达”选为打开

之后选“是”，然后关闭该窗口和任务编辑窗口。 

可以在地图上看到刚才定义的 4 个参考点组成了一个粉色的矩形区域，这个

粉色是与对空攻击范围相对应的。 

这样，一个空战巡逻任务就建立完成了。现在我们检查波桑厄尔空军基地的

F-16 战斗机，同时恢复推演。可以发现，基地内的 4 架 F-16 战斗机开始起飞了，

我们并没有手动命令他们起飞，让他们出动的是 CAP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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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飞机接到任务后开始出动 

不久后 2 个双机编队离地，如果只看见 1 个编队不要奇怪，这是因为 2 个编

队的军标重合了，在地图上选择刚起飞的 2 个双机编队中的 1 个，注意右侧对象

信息面板，该编队的状态是“参与进攻行动”，这表示该编队正在向敌机进攻。 

 

图 30 我方飞机攻击目标的状态 

而且，参与进攻行动的编队速度很快，这是按照飞机能量机动/空战而安排

的，更快的速度使飞机更好的执行空战动作和规避机动。不过，如果我们想改变

这个速度也是可以的，一是通过 F2 快捷键手动设置每个编队的油门和高度，二

是在任务编辑面板改变整个任务的飞行规定。 

现在暂停，选择“作战规划”中“任务编辑”按钮，在任务编辑窗口“飞机

航速与高度”面板，有出航、阵位、攻击的速度和高度选项以及攻击距离设定。

出航是飞机抵达巡逻区之前的航程，阵位是飞机在巡逻区内巡逻的航程，攻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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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侦察和攻击目标的航程。目前，我方的战斗机编队正在攻击目标，我们若要

改变飞机攻击目标航程的速度和高度，就设置攻击的速度和高度。我们先不改变

它们。 

 

图 31 任务编辑窗口飞机航速与高度设置 

恢复推演，可以看到我方编队自动与敌机交战，双方互相发射空空导弹，我

方飞机可能会出现伤亡，也可能不会有伤亡。在我方地空导弹的协同拦截下，俄

罗斯战斗机会被我方全部击落。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影响交战结果的因素。暂停，

在上方控制栏选择“显示设置”，勾选“推演消息”，下方“日志输出窗口”选择

关键事件。 

检查 1 个我方武器攻击目标的结果，可以发现影响武器命中目标的因素如下：

基准命中概率、发射平台与目标距离、导弹到达时目标速度、目标基准机动系数、

目标高度、目标训练水平、飞机重量、攻击方向。经过以上参数计算后得到最终

命中概率，之后系统会选一个 0～100 的随机数，如果这个随机数小于命中概率，

则目标被命中，若大于则未命中。综上所述，我们应追求尽可能高的最终命中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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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增加我方武器命中目标的概率。根据上述计算参数，比较有效的方法是压制

目标的高度和速度、缩短攻击距离、选择较好的攻击方向。 

 

图 32 我方武器攻击结果 

我们看一下我方单元防御的结果。当敌导弹到达我方目标且命中判定成功时，

我方单元进行了诱饵弹和防御性干扰机的防御判定。首先，我方飞机装备了诱饵

弹（有数量限制），向来袭导弹释放了诱饵弹，注意诱饵弹主要有 2 种，一种是

红外诱饵弹，主要干扰导弹光电导引头，一种是铝箔条诱饵弹，主要干扰导弹雷

达导引头，若导弹导引头被诱饵弹干扰致盲，导弹就不会跟踪目标。敌方 R-77

导弹装备雷达导引头，结果显示，我方飞机释放的箔条诱饵弹干扰来袭导弹导引

头失败，成功概率只有 15%，主要原因是 R-77 导弹雷达导引头技术水平相比箔

条诱饵弹更先进，不易被干扰；在判定诱饵防御的同时，也会判定飞机防御性干

扰机防御。只有飞机装备了防御性干扰机才会有该设备的防御判定。在诱饵防御

和防御性干扰机防御都失败之后，导弹就会命中我方飞机，先进行毁伤判定，判

定飞机哪些设备被毁伤，再进行摧毁判定，若判定成功，则飞机被摧毁，从地图

上消失。 

 

图 33 我方单位防御结果 

将推演速度加快到 15 秒，并恢复推演，可以看到我方飞机在消灭所有敌机

后返回了任务巡逻区，如果之后有新的敌机升空，执行 CAP 任务的飞机就会攻

击新的目标。 

当 CAP 任务飞机中出现战损或燃料达到返航状态，使飞机返航。那么基地

就会起飞执行该任务的飞机补充飞机在空数量。这是因为之前在任务编辑器窗口，

设置了 CAP 任务的阵位上每类平台保持 4 个单元。如果我们输入的是 0，且不勾

选 1/3 规则，那么我方 12 架 F-16 战斗机会全部升空来执行这个任务。 

现在来了解一下这 2 个设置项的关系。若将阵位上每类平台保持 N 个单元

设置为 0，且勾选 1/3 规则，那么执行该任务的 12 架飞机会先起飞 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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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执行这个任务，若这 4 架飞机出现战损或燃料到达返航状态需要返航，地面上

的飞机就会起飞，来补充缺少的飞机数量，也就是说始终保持 4 架飞机在空执行

任务。如果我们设置执行该任务的飞机数量是 6 架，勾选 1/3 规则，那么就是始

终保持 2 架飞机在空执行任务。 

阵位上每类平台保持 N 个单元，可以理解为 1/3 规则的精细定制选项。建议

在设置阵位上每类平台保持 N 个单元后，不要勾选 1/3 规则。假如 CAP 任务设

置阵位上每类平台保持 2 个单元，那么就是始终保持 2 架飞机在空执行任务。 

现在，自动控制空中单元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你可以进入下一节课程。 

3.1.1.3 空中打击 

欢迎来到第 3 堂课——空中打击教学，在本节课，你将学习利用打击任务摧

毁敌人。 

现在回到地图上开始推演以 5 倍速开始推演。可以发现地图上出现了俄罗斯

的 4 架苏-25 攻击机以低空高度向我国境飞来，它们是被我方预警机发现的，预

警机对低空目标的侦察效率很高，这是地面雷达无法比拟的。请继续推演。 

 

图 34 初始态势 

俄罗斯飞机竟敢攻击我们的导弹阵地！指挥官，现在立即对敌机实施拦截，

一定要赶在他们攻击其他我方部队前，干掉他们。 

现在检查我们的部队，为了更直观的浏览我方部队，我们可以通过作战编成

面板检查我们的部队。选择上方控制栏“显示设置”，勾选“作战编成”，左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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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作战编成”界面。这里显示属于我方的部队，展开波桑厄尔空军基地，它

显示了飞机数量和呼号，可以发现我们增加了一些 F-16B 战斗机，注意这里显示

的是单元呼号，不是装备型号。展开斯图尔空军基地，4 架 F-35A 隐身战斗机显

示在这里。 

 

图 35 作战编成界面 

在地图上选择斯图尔空军基地，检查该基地的飞机，这 4 架 F-35A 战斗机虽

然十分先进，但目前是对地挂载，不适合用来拦截空中目标，为其更换挂载也十

分费时间，因此我们不用它们执行拦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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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斯图尔空军基地 F-35A 战斗机所挂载的武器 

检查波桑厄尔空军基地的载机，我们发现有 6 架 F-16A 战斗机，12 架 F-16B

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型号命名 A/C/E 一般为单座型，B/D/F 一般为双座型，但也

有例外，比如 F-15E 就是双座型。双座型一般为教练机，不过也具备单座型全部

作战能力，平时和战时也要参与演习和作战，而且 2 人操作飞机作战效率更高。

我们计划用 F-16A 战斗机拦截敌机，F-16B 战斗机执行打击和护航任务。由于情

况紧急，必须马上拦截入侵的俄军战机，我们用可出动的 4 架 F-16A 战斗机去拦

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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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波桑厄尔空军基地 

接下来，我们创建“打击任务”拦截敌机。回到地图上，框选我方境内的敌

机，选择上方控制栏“作战规划”中的创建任务，任务名称根据自己意愿填写，

我们这里叫“拦截敌苏-25”，检查类型为“打击”、分类为“空中截击”，确认之

后会弹出任务编辑器。可以发现打击任务的任务编辑器与之前的巡逻任务有所不

同。不过，我们只需要设置好几个选项即可。 

点击“目标清单”的“添加图上目标”按钮，之前框选的 4 架俄军苏-25 攻

击机被添加进目标清单了，这个清单是指示执行任务单元要攻击的目标。勾选“仅

考虑计划目标”，如果不勾选，执行任务的单元就会侦察或攻击目标清单之外的

空中目标。检查一下“飞机设置”的“编队规模”选项为 2 机编队。在“任务条

令、电磁管控与武器使用规则”中进入“电磁管控设置”，将雷达设置为打开，

出现弹窗选“是”。雷达可以更高效的发现敌人并提供导弹火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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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空中拦截任务示例 

关闭任务编辑器，回到地图上选择波桑厄尔空军基地，点击“载机”按钮。

展开 F-16A 战斗机，鼠标左键复选可出动的 4 架 F-16A 战斗机，按右键选择分配

到任务，选择拦截敌苏-25。再打开任务编辑器，就可以看到这 4 架飞机。展开

之后可以看到这 4 架飞机呼号和挂载方案。这是将单元添加进任务的另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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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飞机添加到打击任务 

打击任务就这样创建完毕了。下面开始推演，检查波桑厄尔空军基地的载机，

可以看到刚才添加到空中拦截任务的 4 架飞机开始滑行起飞了。 

 

图 40 飞机接到任务后自动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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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战斗机起飞后对苏-25 攻击机实施拦截，敌机进入火力范围后，立即发

射 AIM-120B 中程空空导弹。但是由于苏-25 飞行高度很低，可以利用地形躲避

导弹，导致我方发射的中程空空导弹命中率很低。敌苏-25 正在返航，我方飞机

也进入俄罗斯领空。 

 

图 41 我方飞机执行空中拦截任务 

敌苏-25 正在返航，我方飞机也追击到俄罗斯领空。突然，F-16A 机群的雷

达告警系统发出急促的告警音，飞行员根据告警方向发现防空导弹拖着长长的烟

雾尾迹向他们飞来，同时机载雷达对地模式发现了不明地面目标。狡猾的俄罗斯

人，他们的地空导弹伏击了我们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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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我方空中拦截飞机被拦截 

尽管飞行员尽最大努力进行规避，并释放诱饵，但之前为了追击苏-25 攻击

机，飞机的飞行高度很低，速度和机动空间有限，最终 4 架 F-16A 战斗机均被敌

地空导弹击落。 

 

图 43 我方飞机损失惨重 

我们不能让战友白牺牲！现在建立打击任务，把敌人的地空导弹营从地图上

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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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对地打击任务的流程与空中拦截任务相似，先选择打击目标——俄罗斯

空军基地旁边的不明地面目标。选择“作战规划”中“创建任务”按钮，名称输

入“打击敌防空部队”，类型为打击，分类为对地打击，点击确认。 

从弹出的任务编辑器窗口可以看到，目标清单中已经自动添加了我们要打击

的目标。将 F-35A 战斗机添加到任务中。检查任务条令中电磁管控设置，确认所

有传感器处于“静默”状态，因为 F-35A 战斗机是五代机，具备隐身能力，传感

器静默将最大程度上发挥其隐身能力。确认无误后，关闭任务编辑器，开始推演。  

 

图 44 打击任务 

F-35A 战斗机从机场起飞，飞向打击目标。同时，可以从地图上看到，F-35A

战斗机的对地攻击范围（橙色的圆圈）。当目标进入 F-35A 战斗机的对地攻击范

围后，F-35A 战斗机会自动发射对地攻击弹药。联合打击导弹（JSM）会飞向目

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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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选择武器名称打开数据库浏览器 

导弹离架后，选择“联合打击导弹”军标，点击右侧对象信息显示的单元名

称，浏览数据库，可以看到该导弹装备红外导引头，说明该导弹具备自动寻的能

力（自动搜索目标能力），降低了导弹的命中误差。 

 

图 46 装备主动导引头的对地/海武器误差很低 

在显示设置中勾选“推演消息”，从“关键事件”中可以看到武器是否命中

目标。也可以从地图上的爆炸标识识别武器是否命中。一般地空导弹营由多个地

面设备组成，他们可能分布在方圆几百米或几公里范围，单枚导弹难以摧毁整个

地空导弹营。在一个攻击波次的导弹到达目标之后，单元会进行毁伤评估，如果

没有毁伤评估手段，单元会继续发动下一波次攻击。因此战果评估无论在现实还

是在墨子系统中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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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3.1.1.4 空中巡逻 

欢迎来到第 4 堂课——空中巡逻教学。巡逻任务是墨子系统常用的功能之一，

利用好巡逻任务可有效指挥与控制大规模兵力作战。 

现在进入第 4 堂课想定，可以看到目前的态势。首先，我方位于边境的地面

兵力已经与俄罗斯装甲部队接触。预警机发现俄罗斯海岸线附近不明水面舰艇，

基本可以断定是俄罗斯军舰，正在向我海岸线航行，同时发现俄罗斯的苏-35 战

斗机在边境巡逻。我方海底监听阵列发现不明潜艇，应该是俄罗斯柴电动力潜艇，

在我方附近海域活动。综合来看，俄罗斯可能会对我们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为了掌握主动权我们计划先发制人攻击俄罗斯军队。 

 

图 47 第 4 堂课初始态势 

现在我们要消灭进入我方边境的俄罗斯地面部队，前线地面部队已经发现敌

坦克位置，应该出动轰炸机炸飞他们。但是，敌人的空中优势战斗机已经升空，

根据其航迹推测是在执行空中战斗巡逻。因此，我们要先消灭敌人的战斗机，并

保持一定数量的战斗机在空巡逻，以防敌人再次起飞战斗机拦截我方攻击机。 

我们要建立空战巡逻任务击败敌战斗机，这个我们在第 2 堂课已经学过了，

这里再温习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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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地图上定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不宜太靠近敌人，在我方预警机与前

线地面部队之间即可。空中巡逻区不宜过大，否则巡逻飞机可能与来袭敌机的距

离过远，难以及时对敌机实施拦截。 

定义区域后，地图上会出现 4 个参考点，选择创建任务，任务名称建议叫做

空中优势作战，注意任务类型为巡逻、任务类别为空战巡逻，选择确认。弹出任

务编辑器后，将 12 架 F-15C 战斗机分配到任务中，这是北约盟友刚刚支援我们

的部队。阵位上每类平台保持“2”个单元，不勾选 1/3 规则和仅阵位上打开电

磁辐射，勾选区外目标分析和射程内目标分析，在任务条令中电磁管控打开雷达。 

 

图 48 建立空战巡逻任务 

另外，为了避免在上个教程中出现我方战机因追击敌机而深入敌后的情况，

我们可以利用警戒区功能。回到地图上，我们再次定义一个区域作为警戒区。定

义警戒区建议考虑以下 3 个原则，一是警戒区最好覆盖敌机主要活动范围；二是

警戒区不宜过于深入敌纵深，因为可能有防空火力埋伏；三是警戒区最好覆盖我

方纵深，提前防范可能出现敌机的方向。一般来说警戒区比巡逻区大得多，可以

把巡逻区理解为战位，警戒区理解为作战辖区。定义 4 个参考点后，按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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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1 弹出任务编辑器，选择“空中优势作战”，选择点集旁边的“警戒区”，选择

添加地图中选择的参考点。关闭任务编辑器，地图上就出现了警戒区，如下图。 

 

图 49 巡逻去与警戒区 

再次 F11 快捷键弹出任务编辑器，将我方 12 架 F-15C 战斗机添加到任务中。

这里我们了解一下任务时间，任务时间包括任务启动时间和任务失效时间。任务

启动时间默认是想定当前北京时间，默认失效时间是想定结束时间。因为我们要

让空中优势作战任务马上执行，所有先不修改任务时间。稍后建立的反面战巡逻、

防空压制巡逻和反潜巡逻，我们是要设置任务启动时间的。 

现在我们要规划好下一步作战任务。我们计划在拿下制空权后，攻击敌坦克

部队。那么就需要我们建立反面战任务。这次我们在敌坦克部队定义一个小区域。

然后创建任务，名称叫“CAS”（Close air surport，近距离空中支援），类型选择

“巡逻”，分类选择“反地面战巡逻”，选择确认。 

在任务编辑器中，将 4 架挂载 GBU-38 的 F-16BM 战斗机添加到任务中，“阵

位上每类平台保持_个单元”设置为 0，这样执行该任务的飞机会全部出动，不

勾选 1/3 规则、巡逻区外分析、武器射程内分析和仅在巡逻区/警戒区打开电磁

辐射。在任务条令中关闭雷达，因为对地攻击飞机不太依赖雷达发现目标，而且

开启雷达容易暴露自己。编队规模选 4 机编队，这是攻击机常用的编队。注意，

这个任务需要调整时间，因为攻击机一般挂载更重的武器弹药，机动性有所下降，

遭遇敌机拦截要么抛弃对非对空武器与敌人空战，要么调头跑掉、请求支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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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情况下攻击机会选择后者方案。为了保障作战空域“干净”后，再让攻击机执

行任务，我们调整一下 CAS 任务的时间，现在时间是 17 时 22 分，我们将 CAS

任务延后 15 分钟，在任务启动时间调整为 17 时 37 分，该任务在作战任务序列

中的名称会显示为红色并。这样在推演启动后，CAS 任务会在推演时间 17 时 37

分才被执行。 

 

图 50 反地面战巡逻任务 

为了应对敌人的潜艇威胁，我们要用 P-8A 海上巡逻机对存在症候的海域进

行消毒，因此需要建立“反潜战巡逻”任务。首先在地图上定义区域，覆盖到潜

艇可能的活动范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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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反潜战巡逻区 

建立反潜战巡逻任务，名称为“ASW”（反潜战），类型选择“巡逻”，类别

选择“反潜战巡逻”。在任务编辑器中设置“阵位上每类平台保持 1 个单元”，下

面 4 项勾选项都不勾选。在任务条令中，开启雷达、声纳。声纳是发现和监视水

下目标的重要设备，空中平台执行反潜作战发现、定位和跟踪水下目标的主要手

段包括声纳浮标、吊放声纳和吊放磁异探测仪。其中声纳浮标分为主动和被动 2

种，吊放声纳也分主动和被动 2 种，磁异探测仪仅有被动探测模式。最后将 3

架 P-8A 海上巡逻机添加到任务中。 

注意反潜战巡逻任务的任务编辑器右下角，“投放声纳覆盖半径”和“声纳

浮标深度”，这里可以设置投放声纳浮标之间的距离和深度。这里出现了一个概

念叫做温跃层，温跃层是位于海面以下 100～200 米左右的温差层，这个层很薄

并且该层的水温和水密度与层上、层下的海水都不同，因此具有较好的隔音性。

也就是说层上的声音难以穿过温跃层传到层下，层下的声音也难以穿过温跃层传

到层上，温跃层是反潜战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一般情况下，由于天气、海况等因

素的影响，层上声音的相对层下更难被发现和识别；层下的海水相对层上更为安

静，所以在层下更容易发现和识别声音。水下作战与海洋环境息息相关，墨子系

统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如汇聚区、声纳角度等，本文只是做了简单介绍。 



北京华戍防务技术有限公司 

40 

 

 

图 52 反潜巡逻区的颜色与对潜探测、攻击范围圈颜色相似 

另外，我们要攻击敌人的地空导弹部队和雷达，这就需要建立压制防空巡逻

任务，在地图上定义一个区域，在空战巡逻任务的巡逻区稍微靠西的位置定义。 

 

图 53 防空压制巡逻任务巡逻区 

选择创建任务，任务名称输入“SEAD”，这是“压制防空敌”缩写，类型选

择巡逻，类别选择压制防空巡逻。进入任务编辑器设置“阵位上每类平台保持 0

个单元”，让任务单元全部出动，不勾选 1/3 规则和仅在巡逻群遵循电磁管控，

勾选分析巡逻区外单元和分析武器射程内的单元，编队规模选择 2 机编队，任务

条令中开启雷达。将 4 架 F-16CM 战斗机添加到任务中，它们挂载的武器是



北京华戍防务技术有限公司 

41 

 

AGM-88 反辐射导弹，专门攻击雷达目标。最后我们将 SEAD 任务时间延后 20 分

钟再执行。 

 

图 54 压制防空巡逻任务 

压制防空作战从越战就被广泛实施，为了应对北越军越来越强的地空导弹部

队，美军甚至专门研发了“野鼬鼠”飞机（F-105D/F/G 战斗机、F-4G 战斗机等）

专门执行压制防空作战，压制防空作战的主要目的是瘫痪敌地面防空力量，主要

针对敌地面雷达站、地导部队的搜索和火控雷达，当执行压制防空作战的部队发

现敌雷达开机，或者接到友军通报敌雷达开机，该部队就会对开机的地面雷达实

施攻击。“野鼬鼠”飞机执行压制防空作战有各自的分工和战术，比如局部压制、

实时压制、责任区压制和联合压制等，这里不做详述，我们目前建立的“SEAD”

任务类似于实时压制，如果我们给这个任务划定警戒区，那么该任务就类似于责

任区压制。 

最后的目标是敌水面舰艇，需要建立反海面战巡逻任务。依然先在地图上定

义一个区域，建议在我方海岸线附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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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反水面战巡逻 

任务名称为“ASuW”，这是反水面战的缩写，类型为巡逻，分类为反水面战

巡逻。在任务编辑器中设置“阵位上每类平台保持 0 个单元”，让任务单元全部

出动，不勾选 1/3 规则和仅在巡逻群遵循电磁管控，勾选分析巡逻区外单元和分

析武器射程内的单元，编队规模选择 4 机编队，这是反舰战常用的编队规模。在

任务条令中，让雷达保持静默。因为我们决定出动 F-35A 隐身战斗机攻击敌舰。

我们在任务未分配作战单元的无法找到 F-35A 战斗机，因为它们目前在 DEAD 任

务里，现在应该把它们从之前的任务中抽出来。在左上方“作战任务”面板选择

DEAD 任务，分配给任务的作战单元中勾选 4 架 F-35A 战斗机，选择右侧的向右

箭头，这样 4 架 F-35A 战斗机就被踢出该任务。选择 ASuW 任务，将 4 架 F-35A

战斗机添加到 ASuW 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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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将单元踢出任务 

这样我们在这个课程想定里制作了 5 个巡逻任务，他们分别是空战巡逻、反

水面战巡逻、反地面战巡逻、反潜巡逻和压制防空巡逻，是不是很多，其实这不

难理解，墨子系统是按照攻击目标的类型来为这些巡逻任务分类的。空战巡逻的

目标就是空中目标，反水面战巡逻的目标就是水面目标，反地面战巡逻的目标是

地面目标，反潜战巡逻的目标就是水下目标，压制防空巡逻的目标就是雷达开机

的目标。按照目标对巡逻任务进行分类可以快速理解这些巡逻任务的作用。 

目前我们把所有的作战任务都规划好了，我们可以通过上方控制栏态势显示

中选择任务区域的选项，选择“显示全部的任务区”、“显示选择的任务区”、“不

显示任务区”来控制任务区域的显示数量。 

让我们启动推演来看一下各种巡逻任务执行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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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 F-15 编队出动 

F-15 编队升空执行空中优势作战。 

 

图 58 F-35 编队出动 

F-35 升空飞赴任务区，执行 ASuW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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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P-8 反潜机执行反潜巡逻 

P-8A 起飞后，红方潜艇被底部固定水声监测系统发现并识别，P-8I 锁定目标，

开始攻击行动。 

 

图 60 预警机与战斗机配合拦截敌机 

预警机发现红方苏-35 战斗机，目标信息同步至 F-15 战斗机编队，F-15 战斗

机编队对红方苏-35 战斗机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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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战斗机对敌机进行拦截 

F-15 战斗机发射 AIM-120D 对苏-35 进行打击，我们可以看到导弹前有一条

灰色线，这是当前导弹所遵循的航线，而且航线在不断修正调整，是因为导弹要

瞄准目标的前置点，F-15 战斗机与导弹之间通过数据链交互，飞机火控系统通过

目标信息的不断更新修正导弹的航线，导弹根据数据链传来的信息不断修正航线，

导弹到达末段时开启主动雷达，对目标进行精确打击。 

 

图 62 双方进行空战交火 

苏-35 发射 R-77 导弹进行反击，双方战损相同，1 架被击毁 1 架被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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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发现识别不明舰船 

预警机发现水面不明目标，F-35 通过数据链共享目标信息后，对水面不明目

标抵近侦察，若为敌方舰艇则开始攻击。 

 

图 64 战斗机任务轮换 

第一批次剩余的 F-15 战斗机开始返航后，第二批次 F-15 战斗机升空接替执

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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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F-35 接近目标 

F-35 编队利用光电跟踪瞄准系统，识别水上不明目标为红方“戈尔什科夫海

军元帅”级护卫舰，随即开始进攻行动。此过程中 F-35 保持电磁管制，利用隐

身特性快速接近目标。 

 

图 66 F-35 打击水面目标 

目标识别完成后，F-35 对目标发射联合打击导弹，导弹自动规划航线，从不

同方向对目标发起攻击。随后 F-35 继续向目标飞行，引导导弹对目标打击，并

且在防区外盘旋，对打击效果进行侦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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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F-16 编队实施防空压制任务 

执行压制敌防空巡逻任务的 F-16 编队对敌防空阵地发起突击，打击敌开启

雷达的目标。 

 

图 68 P-8A 反潜机对潜艇发起攻击 

P-8A 反潜巡逻机到达目标上空后，投放一枚声呐浮标，锁定红方潜艇位置，

发射一枚 MK-54 鱼雷对其进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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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P-8A 反潜机摧毁敌方潜艇 

红方潜艇被命中，毁伤 69.5%，P-8A 反潜巡逻机盘旋掉头调整供给角度后，

对目标发射第二枚鱼雷，将红方潜艇击沉。 

至此，巡逻任务教程想定推演完成，在想定中每个巡逻任务按照时间启动，

在想定中促成联合作战目的，同时对空中、陆上、水面及水下目标发起攻击，每

个任务中战机相互掩护配合，完成作战任务，希望各位也能够灵活运用巡逻任务

之间的联系，顺利的完成每一次作战任务。 

3.1.1.5 支援任务 

你好，欢迎来到本节课程，我们将在本节课程中讲解一个重要功能，支援任

务。现代战争中体系化作战的优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军队也开始追求体系

化作战，在墨子推演系统中灵活运用支援任务是构成体系化作战的基本体现。执

行支援任务的单元可以在设定的任务区域内航行，为直接参战的部队提供支援。 

此节教学想定内，我方配备了预警机、干扰机、多用途战斗机、歼击机等多

型飞机，我们需要利用目前可调动部队，对敌入侵行为进行打击，并在可行范围

内扩大战果。 

波桑厄尔机场内部署了 4 架 F-18 战斗机，挂载了 AGM-88E 反辐射导弹，我

们可利用这支部队对敌防空阵地进行突击。 

利用 F-16 战斗机对敌入侵边境的战斗机进行拦截，起飞预警机为空军部队

提供信息支援，EA-18G 电子战飞机在指定空域对敌雷达及通信系统进行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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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我方 F-16 战斗机拦截敌机，电子压制敌飞机雷达、通信，干扰敌地导部队

雷达，支援对地突击编队打击敌地导部队雷达。 

首先为预警机创建支援任务，在地图中添加两个参考点，单击创建任务界面，

任务类型选择支援，确认后，参考点间连线为支援任务航线。 

 

图 70 E-3A 预警机升空 

预警机利用其大功率雷达为我方战机提供战场信息、战场态势变化和指挥，

因此预警机的支援任务中，电磁管控设置为雷达打开状态。 

 

图 71 设置预警机雷达开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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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战斗机任务区与机场之间位置添加两个参考点并选中，设置为加油机

任务区域，此处应位于机场和战机任务区之间，这样目的为缩短战斗机往返加油

的时间，最大限度发挥战斗机留空时间。要注意的是，想定中我们的加油机是

KC-10 加油机，采用软管加油方式，而美军加油机采用了软管加油和硬管加油两

种不同的加油方式，美海军多采用软管加油方式，美空军多采用硬管加油方式，

因此在面对不同的受油机，我们需要灵活选择对应的加油机类型，否则加油机的

支援将毫无意义，另外中俄多采用软管加油方式。 

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时，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动加油，在战斗机剩余油量到

达一定数值时，自动寻找加油机进行加油；二是手动加油，在战斗机剩余油量未

达到自动加油数值时，选中我们要加油的战斗机，右键选择加油→手动选择加油，

当光标变为十字时左键选中加油机，战斗机便立刻寻找目标加油机去加油。 

接下来介绍干扰机支援任务的设定，我们选择干扰机任务区时，需要根据战

场态势及情报判断主要威胁方向、雷达部署和我方的进攻方向，这样在合适的位

置部署干扰机，支援我方单元作战，压制敌机载雷达、地面雷达等探测设备，干

扰敌通信系统，使敌方指挥迟滞，作战单元的战斗力大幅削弱。 

 

图 72 设置电子干扰机航线 

我们将干扰机任务区设定在预警机任务区西侧 50公里处，添加 2个参考点，

创建支援任务，此任务需要实施进攻性干扰，因此在任务电磁管控中需要打开干

扰机，这样既可以掩护我方预警机，也能够靠近前线，可以对敌实施有效的电子

干扰，在我方战斗机实施防空压制任务时提供支援，使我方攻击机在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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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M-88E 发射距离前不被敌方雷达锁定。支援任务设定巧妙，使可以对推演的

结果造成一定影响的。 

 舰艇教学 3.2

 舰艇指挥 3.2.1

3.2.1.1 基础手动航行 

打开墨子推演系统后，打开“初级教学”，“舰艇教学”，“航行指挥””想定，

选择 1 基础航行，你将看到窗口右侧看到该想定的标题、年代、地区、复杂度与

难度，以及想定描述，请仔细阅读想定描述 

点击加载想定，进入选择推演方并查看任务简报窗口，可选推演方下拉菜单

可选择扮演哪一推演方，这里选择北约方；任务简报界面显示该推演方的任务简

报，请仔细阅读。 

 

图 73 进入想定 

任务简报阅读完毕后，单击确认进入想定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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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4 选定舰艇编队 

可以看到再我方态势显示中，可以看到北约海上打击大队，这只水面舰艇编

队便是我们想定中需要操控的单位，此编队中包括 2 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

1 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此时我们看到的是编组视图，编队只有一个军标

显示，若此时按下态势显示选项内的切换为单元视图或按 V 键，便可切换为单元

视图。 

 

图 75 规划航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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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为海上打击大队规划航线，与飞机规划航线方式相同，选中打击大队，

按下 F3，鼠标光标会变为十字，此时我们点击地图内便会出现航路点，我们将

航路点连续规划至任务区域内，此时我方打击大队将会按照规划航线航行。 

 

图 76 设置航速及油门高度 

选中我方打击大队，点击兵力操控选项卡内的油门高度/深度或按 F2 键可打

开油门、高度/深度设置界面，我们在此处可以调整海上打击大队的航行速度。 

3.2.1.2 自动指挥水面单位 

舰艇教学第一节已经说过了手动航行的内容，本节教学为海上打击大队规划

任务，使打击大队自动指挥任务的执行。自动指挥时需要以不同任务形式为打击

大队规划任务，这样海上打击大队会自动按照任务条令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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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为舰艇编队设置任务区 

可以看到，地图中黄色参考点所框选的区域便是我们的任务区，我们在作战

规划中创建任务，创建任务时，我们可以看到巡逻任务中分为多种巡逻分类，舰

艇可规划的任务有反水面战巡逻（作战目标为水面舰艇），反潜战巡逻（作战目

标为水下目标），海上控制巡逻（作战目标为水面目标及水下目标），三种不同的

任务内匹配了不同的交战规则和电磁管控条令，需要根据不同作战环境进行设置。 

 

图 78 选择并编辑任务 

因为案例中所处位置距离俄罗斯本土距离短，且处于俄罗斯潜艇的活跃区域，

本案例中选择巡逻任务中海上控制巡逻任务，巡逻区域选择地图中任务区的 4

个参考点，勾选对巡逻区外的探测目标进行分析，勾选对武器射程内探测目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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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且舰船会开启主动声纳，这样当舰船发现不明目标时会对其进行抵近侦

察，如果发现是敌军就会对其开火。 

 

图 79 为舰艇编队分配任务 

将海上打击大队分配至海上控制任务，因为在未知海域航行，为延长反潜作

战准备时间，我方需起飞反潜直升机前出为舰队航线覆盖海域进行反潜探测，且

留空待命，缩短反潜作战时的反应时间。因此我们在舰队航向前方约 20 公里处，

设置反潜巡逻任务区，分配 2 架直升机轮转，执行反潜巡逻。 

 

图 80 出动直升机实施反潜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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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 1 架反潜直升机不足以应对潜艇，因此我们选择 2 架舰载直升机机挂

载鱼雷执行对潜打击任务，在发现敌潜艇时应召对水下目标进行攻击。另外为弥

补地球曲率对水面舰艇的水面探测能力的影响，我们设置 2 架舰载直升机使用对

海监视挂载执行预警侦察任务。任务区域需要跟随水面舰艇移动，因此我们将任

务区域的参考点通过作战规则中的旋转方位关联方式，关联至海上打击大队，这

样任务区会跟随打击大队的移动不断变化。 

现在我们开始推演，可以看到，我们的舰载直升机已经起飞，海上打击大队

也在向任务区域航行。 

3.2.1.3 反潜战教学 

干的漂亮！我们消灭了俄罗斯的水面舰艇编队，现在我们要航行至任务区域，

在挪威被岸进行巡逻，给敌人施加足够的心理压力。 

但我们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此海域仍是危险的，俄罗斯的潜艇在附近非常活

跃。士兵们，打起精神，让我们给这片海域消毒！ 

本节教程我们将详细描述反潜战的作战方式，反潜任务分为区域反潜巡逻和

应召反潜，这两种反潜方式截然不同，依照不同的情况而选择，让我们继续回到

想定推演中。 

 

 

图 81 出动直升机实施对潜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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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清了本区域的俄罗斯水面舰艇后，我方水面舰编队抵达了任务区域，我

方可以选择派出反潜直升机对本区域投放声纳浮标，搜索潜艇并在发现后干掉他

（这就是区域反潜巡逻），也可以让水面舰艇打开主动声纳，对海域进行搜索，

在发现敌潜艇后，派出反潜直升机对目标进行打击（这就是应召反潜）。两种反

潜作战方式各有利弊，反潜巡逻可以让水面舰艇远离潜艇的潜在危险区域，只需

要派出反潜直升机投放声纳浮标搜索目标，水面舰艇相对安全，但声纳浮标有电

池限制。应召反潜需要水面舰艇在海域内进行搜索，增加了水面舰艇与潜艇相遇

的可能性，使水面舰艇危险性升高，但应召反潜不会面对声纳浮标消耗完的窘境。

而且对潜艇的打击十分精确且有效。 

因此在两种反潜方式中，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本课程中选用应召反潜

方式，因为在想定中我们无法知晓潜艇活动区域，因此无法划定潜在危险区域，

只能派出 2 架反潜直升机轮转留空，2 架直升机执行应召反潜任务。 

这样可以使水面舰艇声纳发现水下目标时，留空的反潜直升机可以迅速行动，

节省掉路程上的时间，如果攻击未成功，这架留空的飞机还可以通过投放声纳浮

标持续跟踪目标，为应召反潜的直升机争取时间。 

 

图 82 启动水面舰艇声呐 

在传感器界面打开水面舰艇的主动声纳，此时海面打击大队在巡逻区通过船

壳声纳搜索目标。创建反潜巡逻任务，分配 2 架反潜直升机进行轮转，任务区在

海面打击大队航向前方 20-30 公里处，这样即保证直升机的留空时间，也保证通

过吊放声呐对水下探测的次数。创建对潜突击任务，命名为应召反潜，分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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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反潜直升机执行此任务，在发现不明目标后，应召反潜直升机会立刻起飞，对

目标进行攻击。 

 

图 83 直升机实施应召反潜 

发现水下目标后，执行应召反潜任务的飞机立刻起飞。到达目标位置后，投

放声纳浮标，解算目标位置信息后，发射鱼雷将目标击沉。整套攻击仅消耗 1

个声纳浮标，1 发 MK46 鱼雷，将敌潜艇击沉。 

 

图 84 直升机摧毁敌方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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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艇教学 3.3

 潜艇手动航行 3.3.1

你好，欢迎来到潜艇教学，本节课将带带领大家体验潜艇在墨子推演系统中

如何操作，如何完成一系列打击任务的。 

潜艇作为水下作战装备，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是一种隐蔽作战的武器装备，

潜艇主要的作战目标使水面舰艇、潜艇和地面目标。这也就体现在我们为潜艇创

建任务时主要分为反水面战，反潜战和对陆打击这三类任务。我们将依次展示这

三种任务的操作方式。 

3.3.1.1 反水面战教学 

士兵们，经过 3 周的航行，我们已经抵达任务区 刚刚接到上级通报，我们

俄罗斯与挪威国境线出现异常，北约海上打击群已经抵达前线，我们将更改任务，

肃清前方指定海域，对俄罗斯水上目标进行打击。 

潜艇的航行同样分为手动航行与自动指挥，我们在手动航行时需要手动调节

航速、潜深以及传感器的开关；自动航行时这些设置将根据态势变化自动调整。 

 

图 85 为潜艇设置任务区 

在想定中，我们为 SSN 792“佛蒙特”号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规划反水面战

巡逻的任务，此任务类别针对水面目标进行搜索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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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为潜艇设置作战条令 

在现实情况中，在同一任务区域内，不会出现两艘我方潜艇执行同样的任务，

因此发现不明水下目标就意味着是敌人，因此在任务条令中，我们将对潜武器控

制状态调整为自由开火。同时电磁管控中要将声纳调至被动，潜艇的作战环境决

定了声隐身对其的重要性，主动声纳就是主动发出声波进行探测，使用时会暴露

自身位置，因此在潜艇执行任务时，轻易不使用主动声纳。 

任务设置完成之后，开始推演，我们可以看到我方潜艇利用声纳发现并识别了敌

方水面舰艇，敌方海未发现我方，此时我方潜艇会低速接近敌方水面舰艇，解算

目标信息，在敌方进入射程后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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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7 潜艇对敌方巡洋舰发起攻击 

3.3.1.2 反潜战教学 

干得漂亮，我们击沉了俄罗斯的 1 艘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但我们接到的

通报说俄罗斯潜艇可能从此片海域通过，对我们的舰队进行打击，我们要找到并

击沉他们，因此战斗还没有结束。 

 

图 88 为潜艇进行任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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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区域创建任务，任务类别为反潜巡逻，因为我们是利用潜艇执行反潜任

务，同样声呐要更改至被动，随后开始推演，我们会看到我方潜艇在区域内进行

巡逻搜索。 

在搜索到敌方目标后立刻转向，解算目标信息，获取发射所需信息后，鱼雷

装定目标信息并发射。 

 

图 89 潜艇实施攻击 

潜艇这两种作战模式分别对水面目标和水下目标，但若用海上控制巡逻则可

以实现对两类目标的同时探测和打击。 

3.3.1.3 打击陆地目标教学 

我们已经歼灭了敌军的水面舰艇和潜艇，现在需要我们打击敌方机场，使敌

方飞机不能起飞，我们的潜艇装备了战斧巡航导弹，我们将使用战斧巡航导弹对

敌方机场实施打击。 

首先潜艇不适用于反地面站巡逻任务，而是给潜艇分配打击任务，创建对地

打击任务。选中我们需要打击的地面目标，再任务编辑器右侧目标清单点击添加

图上目标，我们选中的目标会被添加进目标清单内，此时我们可以关闭任务界面，

开始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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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 设置对陆打击任务 

可以看到潜艇发射了 11 枚战斧导弹打击目标机场，这是自动攻击陆地目标。 

 

图 91 潜艇实施对陆打击任务 

我们还可以选择手动攻击目标，选中我方潜艇，按下 shift+F1，光标这时会

变为十字，点击我们要打击的目标，会弹出武器分配界面，显示我们可以对目标

进行打击的武器（绿色），我们可以选中我们要用于打击的武器，单击为目标分

配一次齐射，这样武器就分配给我们要打击的目标，也就是我们要向目标发射武

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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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手动操控潜艇实施打击 

 地面部队教学 3.4

 岸舰导弹指挥教学 3.4.1

俄罗斯登陆舰靠近了挪威海岸，挪威的岸防兵力拥有 1 支 NSM 岸基反舰导

弹连，我们可以利用这只部队击毁俄罗斯的登陆舰，为了达到攻击效果，我们可

以为反舰导弹规划航线。 

 

图 93 为反舰导弹规划航线 

单击作战规划选项卡内航线管理，弹出航线管理器，点击添加航线，航线类

别分为作战单元和武器，选择作战单元则此航线可分配给作战单元或武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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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武器则此航线可分配给巡航导弹、反舰弹等可规划航线类武器。 

此处我们选择航线类别为武器，航线名称设定为 NSM，我们在分配航线的时候

可以方便查找，单机确认后光标会变成十字，这时我们便可以在地图上添加航路

点，航路点按先后顺序连接成线，在航线设置完成时按 ESC 键确认，航路点便会

出现在航线设置页右侧列表内。 

 

图 94 为导弹编辑打击任务 

在使用反舰弹打击的任务中选择武器航线，选中我们刚刚制作的 NSM 武器

航线，选中完成后航线名称会出现在武器航线选择框内，此时武器发射后会按照

我们设定的武器航线飞行，直至从最后 1 个航路点通过后，飞向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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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导弹对目标实施攻击 

 地对空导弹指挥教学 3.4.2

为了对抗俄罗斯的战斗机，挪威在前线部署了“爱国者-2+爱国者-3 型”防

空导弹，协助空军执行防空作战，夺取制空权。 

 

图 96 打开地空导弹中队的火控雷达 

打开地对空导弹指挥教学想定，我们看到挪威-俄罗斯边境已经部署了 1 个

爱国者防空导弹中队，选择此防空导弹中队，将传感器雷达设置为主动，若不开

启雷达，地导部队将无法对目标进行攻击。开启后防空导弹中队可通过火控雷达

对目标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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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标进入射程后对其进行打击，地导部队与空中单元的协作可以对目标进

行多类型武器的攻击，对我方战机处于劣势情况下是很好的火力补充。 

 

图 97 为导弹设置作战条令 

通过作战条令，我们可以设置爱国者导弹对目标的发射基数，将效费比控制

在最优的范围内，比如 3 代机及以下目标只发射 1 发防空导弹，三代机及以上发

射 2 发，在现实情况下地对空武器对空中目标的打击至少会发射 2 发导弹，以提

高打击时的命中率，因此在应对不同情况下需要对武器的使用规则进行调整。 

修改完成后开始推演，我们可以看到爱国者防空导弹中队在发现敌目标后，

立即发起攻击，地导部队与空中部队的火力将敌苏-27 战斗机完全压制，F-16AM

战斗机成功歼灭苏-27 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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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8 地空导弹中队配合我方战斗机消灭敌机 

 地面部队作战教程 3.4.3

欢迎来到本节教程，本节将向您展示前线步兵在面对敌装甲目标时，呼叫后

方炮火支援的流程，打开教程想定，在导演视图下我们看到在挪威-俄罗斯边境

线上，我方前线部署 4 个步兵排，1 个侦察兵分队，后方有 3 个 M777 榴弹炮连，

随时为前线提供火力支援。 

在部署炮兵时，应注意火炮单位的威力范围，暗黄色为对地打击范围，红色

为对海打击范围，需要提前判断火炮支援的打击纵深距离，确定部署火炮的位置。 

 

图 99 进入对陆打击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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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演开始后，可以看到，步兵从未知车辆目标到确定为坦克部队，再确定为

敌方坦克部队后，呼叫后方炮兵支援。 

 

图 100 识别并确定敌方目标 

在确定敌方坦克目标后自动通报后方炮兵部队，敌坦克目标的位置，后方火

炮部队通过对 OODA 时间，对目标信息计算完成后，开始打击，图中白色点就是

M777 火炮发射的炮弹。 

 

图 101 前沿部队指示目标 

只要有我方不断的目标指引，火炮就可以对目标持续打击直至目标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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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炮兵实施火力打击 

 想定编辑 3.5

若想要对想定进行编辑，首先需要以编辑模式加载想定，才能对想定进行编

辑。打开想定，初始态势中挪威机场部署 6 架 F-16AM，俄罗斯机场内部署 6 架

苏-27SM/SM3，在此前推演中发现挪威的 F-16AM 对阵俄罗斯苏-27SM/SM3 处于

劣势，此次教程中，我们设定挪威为前线机场补充 4 架 F-35A。 

 

图 103 进入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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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定时间 3.5.1

 

图 104 修改项定时间 

首先修改想定时间，我们设定 F-35A 的支援在战斗发生后 6 小时到达，我们

将想定当前时间延后 6 个小时，设定为 2022 年 6 月 26 日 18:00:00，想定开始时

间也延后 6 个小时，设定为 2022 年 6 月 26 日 18:00:00，想定持续时间不变，确

认后保存。 

 想定描述 3.5.2

 

图 105 编辑想定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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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定描述是对想定的内容进行描述，包括想定背景和重要信息的描述。建议

在编辑想定初始就将想定描述编辑完成，想定描述会成为推演使用者了解想定内

容的重要途径，因此在编写时尽量正式，有逻辑。 

 任务简报 3.5.3

 

图 106 编辑任务简报 

任务简报为本方在推演中的作战目标和任务形式，包含了本方可调动的资源，

兵力。此内容让推演人员对本方作战目标有清晰的了解，在规划任务时能够有的

放矢。 

 推演方设置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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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 设置推演方  

进入推演方设置，弹出推演方编辑界面，我们可以添加或删除推演方，对抗

属性关系用于调整各推演方关系（包括敌对、中立、友方、非友方），作战条令/

交战规则用于调整选定推演放的方条令/交战规则，若勾选推演方只由计算机扮

演选项（此推演方在推演演模式下无法选择），勾选集体反应选项（单元被定义

为敌方，此单元所在推演方被判别为敌方），自动跟踪非作战单元（想定中的民

用单元会自动出现在地图中），认知对手水平决定了推演方目标的探测结算能力

（由低到高分为一无所知、普通水平、知其属方、知其属方与单元、无所不知），

训练水平决定了单元作战时的 OODA 时间（由低到高分为新手、实习、普通、老

手、顶级） 

 单元操作 3.5.5

 

图 108 为机场编辑载机 

此次教学中，将为挪威方提供 4 架 F-35A 的支援，因此我们先要在挪威方的

波桑厄尔机场内添加 4 架 F-35A 战斗机，在机场内添加战机需要通过单元操作来

添加，单击单元操作后，选择编辑飞机弹出编辑飞机界面，在型号搜索框内输入

F-35A 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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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 设置飞机呼号、数量 

选择服役年最近的 F-35A 型战斗机，添加呼号、数量，单击添加所选按钮，

将 4 架 F-35A 战斗机添加进波桑厄尔机场。 

 

图 110 对飞机实施挂载/装备 

选择挪威波桑厄尔机场，打开载机界面，拉选 4 架 F-35A 战斗机，单击出动

准备，弹出挂载选择列表，选择轻型外部挂载挂载方案，单击立即出动准备-忽

略弹药库选项。这样 F-35A 的挂载方案添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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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场内添加机场，为机场内飞机添加挂载方案的单元操作流程结束。 

根据背景，挪威政府向北约申请支援，我们为想定中添加一个推演方北约，

在挪威西海岸附近添加 1 艘伯克级驱逐舰。 

 

图 111 添加推演方 

我们先添加一个推演方，北约，将其对抗关系属性调整为与挪威友好，与俄

罗斯中立。 

 

图 112 添加舰艇 

选择单元操作内的添加单元，此时光标会变成手指形状，点击挪威海附近海

域，弹出坐标框，直接点击确定选择添加的舰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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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选择舰艇型号 

类型选择水面舰艇，推演方选择北约，过滤条件输入伯克，选择 DDG-124

号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单击确定，这样美国最新的阿里伯克到达那驱逐舰就添加

至地图内，我们可以暂时不为其布置任务。 

 

图 114 添加侦察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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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单元操作中一定看到了其他功能，我们从上至下依次介绍。添加卫星功

能，墨子系统中支持天基侦察手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侦察卫星。 

 

图 115 选择卫星型号 

弹出添加卫星界面，卫星按国家和类型进行分类，勾选需要添加的卫星，单

击添加选择卫星按钮卫星就添加完成，侦察卫星传感器可分为雷达、照相、电子

情报等多种类型，不同的传感器带来的优势与劣势各不相同，因此在选择添加卫

星时可以加入考虑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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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编辑舰载机 

编辑飞机我们在之前的单元操作中已经介绍过了，在任何的载机平台内添加

载机都需要通过这个功能。编辑停靠的舰船与编辑飞机同理，在码头或母舰内添

加载艇时，需要通过编辑停靠的舰船功能添加。 

 

图 117 编辑货物 

添加货物功能为运输机、运输舰或船坞登陆舰等可运输大批装备、人员、物

资的运载平台添加货物，已达到空运或海运推演效果。 

复制单元首先要选中一个单元，然后点击复制单元，此时可以在地图中添加

一个与选中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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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新单元，克隆单元时再地图中添加一个与选中单元所有数据完全相同

的单元。 

 

图 118 移动单元 

 

图 119 选择移动座标 

移动单元功能，可以将需那种单元移动至任何可能的位置，也可进入移动单

元界面后，通过经纬度调整单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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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 调整单元名称 

调整单元名称功能，选中单元后选择调整单元名称功能，弹出修改单元名称

界面，在此处可以对单元名称进行修改，方便在推演时对单元进行识别，在我方

更直观的体现编成关系。 

 

图 121 设置油量与留空时间 

设置油量与留空时间功能是针对飞机类实体的功能，可以通过此功能设置留

空飞机的油量、留空时间，当然调节的油量要在油箱的容量值之内，通过这一功

能可以为想定设置先决条件或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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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自动探测到功能勾选后，此单元会直接显示再其他推演方的态势中，设

置方位可以调节选中单元的朝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