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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航空弹药调运决策问题，综合考虑战场实时交通状况和敌方攻击等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各

航空弹药保障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将道路交通状况和敌方攻击情况转化为路段通行时间参数，基于

多源时间最短路径问题以及 Ｆｌｏｙｄ⁃Ｗａｒｓｈａｌｌ 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到了航空弹药最优运输路径以及

参与调配的储存点组合。 通过作战环境中航空弹药调运问题的仿真研究，将航空弹药动态调运决策

模型与传统的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动态调运决策模型可以根据作战情况及时调整调运决策，能
够为作战提供更加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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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空军日益成为现代国防和高

技术局部战争中一支主要战略力量，而航空弹药补

给则是空军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 由于航空弹药作

战半径大、精度高，空袭目标远近交叉，因此在战争

的初期及整个战争进程中，航空弹药供应保障系统

成为敌方的主要攻击目标。 空军作战所需的航空弹

药分散储备在各战区的各个军械仓库中，需要根据

道路状况及时、准确、充足地进行航空弹药供应保

障，因此对航空弹药调运决策进行优化，提高航空弹

药供应保障系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对于满足作战

部队需求、有效发挥空军的作战能力并决定战争胜

负具有重要意义。
航空弹药调运决策的关键是路径优化问题，Ｄａ⁃

ｎｔｚｉｎｇ 和 Ｒａｍｓｅｒ 于 １９５９ 年首次提出该问题［１］，随后

国外有大量学者基于 Ｋ 度中心树算法、遗传算法、
模拟退火算法和蚁群算法等多种算法对此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２⁃５］。 国内学者对于运输路径优化问题的

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为研究

解决弹药调运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例如，蔡蓓蓓

和张兴华构造了一种混合量子遗传算法对车辆路径

问题进行改进［６］。 周生伟等基于贪婪随机自适应

算法改进遗传算法，从而可以更好的求解车辆路径

问题［７］。 张群和颜瑞通过模糊遗传算法对混合车

辆路径模型进行了求解［８］。 针对弹药调运本身的

研究，目前也有大量的成果。 例如李东等考虑到部

队相应时间约束，建立了混合整数规划形式的军事

物流配送中心模型［９］。 童晓进等针对多出救点、单
应急点的连续消耗应急物资调运问题，建立了多目

标决策优化模型［１０］。 王坤和刘金梅提出一种基于

混合 ＴＯＰＳＩＳ 的弹药运输路径最优选择模型［１１］。 但

是，弹药运输过程涉及的因素复杂并且具有不确定

性，因此交通状况［１２⁃１４］ 和战时敌方打击［１５⁃１９］ 等具有

不确定性的复杂因素被逐渐引入弹药调运的研

究中。
由于众多具有不确定性的复杂因素存在，航空

弹药保障系统并不是静态的。 不仅需要随着实时交

通情况以及实时敌方打击情况等不确定性的因素及

时调整航空弹药调配和运输策略以满足作战部队需

求，还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相互协同配合才能共同完

成目标。 因此，本文考虑了航空弹药保障系统的动

态特征，借鉴应急资源动态调配的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方

法［２０］刻画航空弹药调运过程中各部门的协同作用，
引入交通状况和敌方攻击等不确定性因素，对航空

弹药保障系统的运输路线和组合方案进行优化，从
而为迅速有效地保障作战部队航空弹药需求提供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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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航空弹药调运问题描述

在作战环境下，航空弹药保障系统需要以尽可

能少的时间将充足的航空弹药运送到正确的作战部

队。 然而航空弹药储存点分布在多个位置，不同储

存点与作战部队距离不同，而且不同的储存点所拥

有的航空弹药数量可能有限。 另外，战场环境复杂

多变，众多不确定性因素的随机动态特征使得航空

弹药调运优化变得非常困难。
首先，作战部队对航空弹药的实际需求存在不

确定性。 作战过程中作战部队消耗的航空种类和数

量与战争规模、装备水平、作战能力和战场环境等诸

多因素相关，这些因素都是不可精确预测的。 因此，
作战部队航空弹药的需求数量是根据作战状况实时

更新的，通过战场环境分析与需求预测只能得到作

战部队航空弹药需求的近似数量。
其次，航空弹药运输过程中的交通路况存在不

确定性。 由于路网密集，里程近似的可选路线也很

多，距离最短的路线中往往包含经常发生拥堵的路

口或路段，车辆拥堵虽然具有一定规律，但同时也充

满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运输过程遇到车辆

拥堵，会严重拖延航空弹药的供给时间，对战争造成

重要的影响。 另外，敌方攻击使得航空弹药调配和

运输方案均具有不确定性。 在战场环境下，弹药保

障系统一直是敌方重点攻击的目标。 在现代信息化

的高技术战争中，无论是航空弹药储存点还是航空

弹药运输路径都会遭受更频繁更严厉的攻击，这些

攻击会导致储存点航空弹药损失以及运输工具与设

施损毁等问题，这些都引起航空弹药保障的延迟甚

至中断。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通过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方法建立

航空弹药保障系统中各部门之间的通信，从而对航

空弹药动态调运决策进行优化。 首先航空弹药存储

Ａｇｅｎｔ 和作战部队需求 Ａｇｅｎｔ 分别将自己的存储信

息和需求信息上报指挥 Ａｇｅｎｔ，并且根据战场局势的

变化，随时更新自己的信息。 由于航空弹药运输过

程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传统的系统结构无法

对复杂的外部环境进行感知，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因
此本文引入交通 Ａｇｅｎｔ 对外部环境进行感知并上报

指挥 Ａｇｅｎｔ。 指挥 Ａｇｅｎｔ 收到作战信息及时与交通

Ａｇｅｎｔ 通信，获取实时的交通状况，并根据航空弹药

存储 Ａｇｅｎｔ 和作战部队需求 Ａｇｅｎｔ 的供求信息，通过

筛选确定最优的调运策略。 当临时出现交通拥堵或

者由于敌方攻击引起道路毁坏等不确定性因素，交
通 Ａｇｅｎｔ 将信息及时上报指挥 Ａｇｅｎｔ，指挥 Ａｇｅｎｔ 根
据环境变化重新进行方案筛选，确定最优调运策略。
具体流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基于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的航空弹药调运策略优化流程

２　 航空弹药动态调运优化模型

２．１　 Ａｇｅｎｔ 属性

１） 作战部队需求 Ａｇｅｎｔ。 当战争发生，作战部

队 Ａｇｅｎｔ 收到作战指示，首先就需要确认每个作战

部队所需要的航空弹药数量等相关信息，并且及时

地将需求信息传送到指挥 Ａｇｅｎｔ。 随着战争的进行，
作战部队需求 Ａｇｅｎｔ 将实时更新的需求信息反馈给

指挥 Ａｇｅｎｔ，从而在作战部队临时需要航空弹药的进

一步补给时，指挥 Ａｇｅｎｔ 可以及时获取信息并生成

调运策略对航空弹药的需求进行保障。
２） 航空弹药储存 Ａｇｅｎｔ。 航空弹药储存 Ａｇｅｎｔ

从指挥 Ａｇｅｎｔ 处获取作战信息之后，首先将每个储

存点的航空弹药储备数量上报给指挥 Ａｇｅｎｔ，然后根

据指挥 Ａｇｅｎｔ 发布的航空弹药调运策略，确认航空

弹药运输路径，按要求调运航空弹药数量进行作战

部队的补给。 如果接到指挥 Ａｇｅｎｔ 修改的调运策

略，航空弹药储存 Ａｇｅｎｔ 需要立刻对原有的调运策

略做出相应的调整并更新。 航空弹药储存 Ａｇｅｎｔ 按
调运策略实施弹药补给的过程中，实时将各存储点

的航空弹药储备数量反馈到控制 Ａｇｅｎｔ，如果储存点

遭受敌方攻击造成弹药储备损失而不能完成作战部

·７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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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航空弹药需求保障任务，指挥 Ａｇｅｎｔ 可以及时

获取信息并进行航空弹药调运策略的调整。
３） 交通 Ａｇｅｎｔ。 交通 Ａｇｅｎｔ 是航空弹药调运策

略优化的基础，也是航空弹药保障系统的重要的信

息来源，其主要功能是实时收集航空弹药运输路径

覆盖范围内的相关数据，根据数据分析交通路况信

息，具体包括每个路段的通行能力、每个路段的交通

数量、敌方攻击的路段位置以及遭受攻击路段的损

坏程度等，最终确定每个路段的运输时间，并将更新

的交通路况信息及时上报到指挥 Ａｇｅｎｔ。
由于交通 Ａｇｅｎｔ 收集的交通状况信息包括多种

数据类型，为了方便指挥 Ａｇｅｎｔ 更加迅速地筛选最

优航空弹药调运策略，交通 Ａｇｅｎｔ 需要对原始数据

进行分析，将交通状况以运输时间的形式上报指挥

Ａｇｅｎｔ，具体的转换过程如下：
假设 ｌ 表示航空弹药运输范围内某路段的距

离；ｖ 表示不存在交通拥堵且不存在敌方攻击的路

段内，航空弹药运输车辆在该路段的通行速度；ｃ 表

示该路段的通行能力，衡量道路容量的大小；ｐ 表示

该路段的交通流量，衡量车辆的多少；该路段遭受敌

方打击的损坏程度为 ｈ。
对于正常的路段，既不存在交通拥堵也不存在

敌方攻击，运输车辆通过该路段的时间为：

ｔ１ ＝ ｌ
ｖ

（１）

　 　 对于产生交通拥堵的路段，运输车辆通过该路

段的时间可采用美国联邦公路局路阻函数模型

估计：

ｔ２ ＝ ｔ１ １ ＋ α ｐ
ｃ

æ

è
ç

ö

ø
÷

β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

式中， α 和 β 为相关参数，取值分别为 α ＝ ０．１５，β
＝ ４。

对于遭受敌方攻击的路段，首先交通 Ａｇｅｎｔ 组
织相关领域专家对道路损坏程度进行打分，道路没

有损坏时 ｈ ＝ ０，道路完全损坏时 ｈ ＝ １，则航空弹药

运输车辆通过敌方打击路段的时间为

ｔ３ ＝
ｔ２（１ ＋ ｑ） λ，　 ｈ ＜ １
∞ ，　 　 　 　 ｈ ＝ １{ （３）

式中， λ 为相关参数，取值为 λ ＝ ４。
４） 指挥 Ａｇｅｎｔ。 指挥 Ａｇｅｎｔ 既是航空弹药调运

系统的核心，负责航空弹药最优调运策略的决策，进
行全局规划，领导整个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系统实现全局目

标。 同时又是整个系统重要的数据整理中心，起到

黑板的作用，负责各 Ａｇｅｎｔ 之间数据的通讯和协调

工作。 具体来说，指挥 Ａｇｅｎｔ 的主要功能具体分为

以下 ２ 个方面：
首先指挥 Ａｇｅｎｔ 是信息共享单位。 指挥 Ａｇｅｎｔ

是所有 Ａｇｅｎｔ 信息的集散地，是实现整个航空弹药

调运系统信息共享的平台，所有 Ａｇｅｎｔ 之间可以通

过指挥 Ａｇｅｎｔ 的共享信息平台功能相互传递和共享

信息，从而指挥 Ａｇｅｎｔ 可以获取到决策所需的基础

数据并且实时更新，其他 Ａｇｅｎｔ 也可以通过与信息

共享平台的通讯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动态信息。
其次指挥 Ａｇｅｎｔ 是决策优化单位。 建立动态调

运优化策略，指挥 Ａｇｅｎｔ 首先需要作战部队 Ａｇｅｎｔ 的
航空弹药需求以及各个航空弹药储存 Ａｇｅｎｔ 的储备

情况，确定可行的调运策略。 然后根据交通 Ａｇｅｎｔ
上报的交通信息状况以及实时的反馈信息，筛选并

调整相应的航空弹药调运策略。
２．２　 目标函数

在发生战事时，每个作战部队的航空弹药由哪

些储存点进行保障，航空弹药通过什么样的运输路

线送达作战部队，这些问题都是动态调运优化决策

模型所需要解决的。 具体来说，在作战部队需求 Ａ⁃
ｇｅｎｔ 确定了航空弹药需求量的情况下，动态调运优

化模型的总体目标是从动态变化的道路网络中以

“最短的时间”将作战所需的航空弹药从储存点调

运作战部队，在保证每个作战部队需求得到满足的

前提下尽量使调运的时间最少。
假如 ｍｉ（ ｉ ＝ １，２，…，ｍ） 为参加保障的航空弹药

储存点，ｓｉ 表示储存点 ｉ所储存的航空弹药数量；ｎ ｊ（ ｊ
＝ １，２，…，ｎ） 为作战部队航空弹药需求点；ｄ ｊ 表示作

战部队需求点 ｊ所需要的航空弹药数量；ｌｉｊ 表示弹药

储存点 ｉ到部队需求点 ｊ的距离；ｔｉｊ 表示弹药储存点 ｉ
到部队需求点 ｊ的运输时间；ｈｉ 表示航空弹药储存点

ｉ 遭受攻击的程度。
航空弹药动态调运决策优化的总体目标是保证

作战部队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尽量使运输时间最

少，因此目标函数为作战所需的航空弹药从储存点

运输到作战部队所消耗的总时间最短。 对于运输路

径最短时间的求解，本文将道路抽象为交叉口和路

段组成的无向网络图 Ｇ ＝ （Ａ，Ｖ，Ｅ，Ｗ），其中 Ａ ＝
｛（ ｉ，ｊ） ｜ ｉ∈ ［１，ｍ］，ｊ∈ ［１，ｎ］｝ 表示航空弹药供应

关系集合，ｉ 和 ｊ 分别表示储存节点和需求节点的标

号；Ｖ ＝ ｛１，２，…，ｋ｝ 表示航空弹药运输车辆可能经

过的道路节点集合；Ｅ ＝ ｛（ａ，ｂ） ｜ ａ，ｂ ＝ １，２，…，ｋ，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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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表示运输车辆所有可能走过的路段集合，ａ 和

ｂ表示道路网络中节点的标号；Ｗ ＝ ｛ｗａｂ ｜ ａ，ｂ ＝ １，２，
…，ｋ｝ 表示路段（ａ，ｂ） 的权重集合，ｗａｂ 由路段（ａ，
ｂ） 的通行时间决定，其表达式为

ｗａｂ ＝

ｔ１， 正常路段

ｔ２， 拥堵路段

ｔ３， 攻击路段

０， ａ ＝ ｂ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４）

　 　 因此，航空弹药动态调运决策优化的目标函

数为

ｍｉｎ∑
ｍ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ｒｉｊｗａｂ（ａ，ｂ ＝ １，２，…，ｋ） （５）

式中， ｒｉｊ 表示弹药储存点 ｉ运输到部队需求点 ｊ之间

的供应关系，如果存在供应关系，则 ｒｉｊ ＝ １，否则 ｒｉｊ ＝
０。
２．３　 算法描述

由航空弹药调运决策优化的目标函数可见，为
了得到动态调运最优方案，首先必须求解出从各航

空弹药储存点到各作战部队需求点的最短时间，然
后根据整体时间最短原则确定航空弹药调运路线。
由于航空弹药储存点和作战部队均由多个构成，属
于多源时间最短路径问题。 针对多源时间最短路径

的求解，本文所采用的是 Ｆｌｏｙｄ⁃Ｗａｒｓｈａｌｌ 算法，Ｆｌｏｙｄ⁃
Ｗａｒｓｈａｌｌ 算法是用于寻找给定加权图中多源点之间

最短路径的有效算法。
假如 Ｇ 是一个加权无向网络图，表示航空弹药

储存点和作战部队的位置以及道路网络，ｍｉ（ ｉ ＝ １，
２，…，ｍ） 表示航空弹药存储点，ｎ ｊ（ ｊ ＝ １，２，…，ｎ） 表

示作战部队需求点，ｖａ（ａ ＝ １，２，…，ｋ） 表示航空弹药

运输车辆可能经过的道路节点，要求得从ｍｉ 到 ｎ ｊ 的

时间最短路径，则 Ｆｌｏｙｄ⁃Ｗａｒｓｈａｌｌ 算法具体步骤

如下：
１） 初始化距离矩阵 Ｄ，Ｄ（ ｉ，ｊ） 的距离为节点 ｉ

到节点 ｊ 之间道路的权重，如果节点 ｉ 和节点 ｊ 不直

接相邻，则 Ｄ（ ｉ，ｊ） ＝ ∞；初始化路径矩阵 Ｐ，Ｐ（ ｉ，ｊ） ＝
ｊ，表示节点 ｉ到节点 ｊ经过了Ｐ（ ｉ，ｊ） 记录的值所表示

的节点。
２） 如果 Ｄ（ ｉ，ａ） ＋ Ｄ（ａ，ｊ） ＜ Ｄ（ ｉ，ｊ），则更新距

离 Ｄ（ ｉ，ｊ） ＝ Ｄ（ ｉ，ａ） ＋ Ｄ（ａ，ｊ），同时更新路径 Ｐ（ ｉ，ｊ）
＝ Ｐ（ ｉ，ａ － １），否则不进行更新。

３） 如果 ａ ＝ ｋ 程序结束，否则重复过程 ２）。

３　 仿真分析

假设在某战区内有 ５ 个航空弹药储存点以及 ５
个需要供应的部队，该战区的道路网络如图 ２ 所示，
其中 ｍｉ 和 ｎ ｊ 表示航空弹药储存点和作战部队的位

置，ｖａ 表示道路网络中的道路节点，图中的线段表示

道路可以通行，线段的长度表示道路的距离，线段的

粗细表示道路的容量。 要求给出每个作战部队需求

都能得到保障的航空弹药动态最优调运方案。

图 ２　 作战区域道路网络图

在仿真的航空弹药作战环境中，模型参数均由

程序随机产生，包括作战部队与航空弹药储存点之

间路网中每段道路的距离、容量、交通流量以及损坏

程度。 由公式（１） ～ （３）可知，在不经历战争的时

期，道路的距离、容量和交通流量共同决定车辆通过

该路段的时间。 假如航空弹药运输车辆正常的速度

均为 １，根据公式（４），可以将所有影响车辆通过时

间的道路特征整合为道路的权重，交通 Ａｇｅｎｔ 将道

路权重信息上报指挥 Ａｇｅｎｔ 以便指挥 Ａｇｅｎｔ 进行

决策。
指挥 Ａｇｅｎｔ 首先根据交通 Ａｇｅｎｔ 提供的道路权

重信息，求解每个作战部队的航空弹药运输的最短

时间，见表 １。 然后根据公式（５）所给的目标函数，
通过 Ｆｌｏｙｄ⁃Ｗａｒｓｈａｌｌ 算法确定作战部队的需求分别

由哪个航空弹药储存点进行调配可以保证整体的航

空弹药运输时间最短。
表 １　 航空弹药运输时间

编号 ｎ１ ｎ２ ｎ３ ｎ４ ｎ５

ｍ１ ５．０１ １０．０２ １１．３１ ８．０２ １０．０１
ｍ２ ２．００ ７．０１ ８．３０ ５．０１ ７．００
ｍ３ ７．２７ １０．９９ ５．００ ２．０２ ５．２９
ｍ４ ７．６６ １２．６７ ９．６１ ９．２６ １２．６６
ｍ５ ４．０１ ５．１８ ８．１３ ７．７８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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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作战部队 ｎ１ ～ ｎ５ 的航空弹

药需求分别由储存点 ｍ２，ｍ５，ｍ３，ｍ３ 和 ｍ３ 进行调

配，可以实现整体运输时间最短，使战争需求尽快得

到保障。 作战部队 ｎ１ ～ ｎ５ 最短的航空弹药运输策

略分别为：ｍ２ － ｎ１；ｍ５ － ｖ３ － ｎ２；ｍ３ － ｎ３；ｍ３ － ｎ４；ｍ３

－ ｎ５。
当战争开始，随着战事的进行，网络中的道路随

机受到敌方攻击，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坏，假如某次道

路的损坏程度如表 ２ 所示，则交通 Ａｇｅｎｔ 需要及时

对道路的权重进行调整并将新的信息上报指挥 Ａ⁃
ｇｅｎｔ。

指挥 Ａｇｅｎｔ 根据交通 Ａｇｅｎｔ 实时反馈的道路权

重信息，重新求解每个部队航空弹药运输的最短时

间，见表 ２。 然后由 Ｆｌｏｙｄ⁃Ｗａｒｓｈａｌｌ 算法计算作战部

队的需求分别由哪个航空弹药储存点进行调配，并
将结果通知航空弹药存储 Ａｇｅｎｔ，以便存储 Ａｇｅｎｔ 及
时进行航空弹药运输。

表 ２　 战时航空弹药运输时间

编号 ｎ１ ｎ２ ｎ３ ｎ４ ｎ５

ｍ１ １１０．４８ １４０．５９ １７４．９７ ２５７．６２ １８４．２７

ｍ２ ８５．９２ １１６．０３ １５０．４１ ２３３．０６ １５９．７１

ｍ３ １５１．８６ １４６．７７ １１２．３９ ２９．７４ ７８．０７

ｍ４ １９５．４１ １６５．３０ １３０．９２ ５９．６１ １６７．４２

ｍ５ ３０．０６ １７．６８ ５２．０６ １３４．７１ １０３．８５

从表 ２ 中可以看出，在战争环境下，由于道路遭

受敌方攻击的损坏，原来的时间最短路线已经不再

是最优方案，更新的调运方案中作战部队 ｎ１ ～ ｎ５ 的

航空弹药需求分别从储存点 ｍ５，ｍ５，ｍ５，ｍ３ 和 ｍ３ 进

行调配，可以实现整体运输时间最短，使战争需求尽

快得到保障。 此时作战部队 ｎ１ ～ ｎ５ 最短的航空弹

药运输策略更新为：ｍ５ － ｖ９ － ｖ２ － ｖ６ － ｎ１；ｍ５ － ｖ３ －
ｎ２；ｍ５ － ｖ３ － ｎ２ － ｖ１０ － ｎ３；ｍ３ － ｎ４；ｍ３ － ｎ５。

通过对比非作战环境和作战环境下航空弹药调

运决策可以看出，由于作战需求、交通状况和敌方攻

击等不确定性的因素影响，无论是航空弹药调配方

案还是运输方案都具有明显的动态特征，因此航空

弹药动态调运决策模型更加符合实际作战需求，能
够为作战提供更加可靠的弹药保障。

４　 结　 论

本文充分考虑了航空弹药调运过程中众多不确

定性因素的影响，将战场实时道路交通状况和敌方

攻击程度等不确定性因素通过数学模型转化为车辆

通行时间的大小并以此作为该路段的权重，从而将

航空弹药调运决策优化问题转化为传统的多源时间

最短路径问题，并通过 Ｆｌｏｙｄ⁃Ｗａｒｓｈａｌｌ 算法进行求

解，得到航空弹药最优运输路径以及参与调配的储

存点组合。 由于不确定性因素具有动态特征，因而

本文在航空弹药的调运过程中引入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 方
法描述各单位之间的协同作用对调运方案决策的动

态影响。 通过对平时环境和战时环境航空弹药调运

的仿真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不确定性因素的动

态特征对调运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本文提出的

航空弹药动态调运模型可以根据战区的路况信息及

时进行调运决策的调整，从而为部队作战提供更可

靠的保障，对提高航空弹药保障系统的有效性和可

靠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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