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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information-led warfare, it is difficult for military officers to be abl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war. What is needed is that officers need to have comprehensive capabilitie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mmon ability that all officers must possess is called "combat power." 
management". First of all, define "combat power management": the ability to guide, supervise and 
control the groups using force; it also shows that the uniqueness of "combat power management" 
lies in the fact that professionals in the military except military officers are unable to carry out combat 
management; The training of "combat power management" put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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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职业中的军官共同能力 

王迪，王雪梅，许哲，王苗 

火箭军工程大学,西安 中国 

摘 要：面对以信息化为主导的战争，军官单靠体力和顽强难以达到战争目的，所需要的是军

官需要有综合的能力，所有军官都必须拥有的最重要的并且是共同的能力被称为“战斗力管

理”。首先定义“战斗力管理”：对使用武力的群体实施引导、监督与控制的技能；又说明

了“战斗力的管理”的独特性在于军队中除军官外的专业人员没有能力实施战斗力的管理；

最后对“战斗力管理”的培养提出了四点建议。 

关键词：共同能力；战斗力管理；独特性；培养.  

1. 前言    

为了适应新时期国际国内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顺应武器装备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军进行了

新一轮军队编制体制改革。“军委管总、战区主战、这次前所未有的改革，军种主建”为总

的原则,重构了我军的作战指挥体系，并且现在世界军事已经推进到以信息化为主导，战争形

态逐渐向“非线式作战”和“非接触作战”转变，这使得战场从有型变为无型，军官从面对

面厮杀到信息化和电子化对抗，智能成为军官素质的第一要务，军官单凭角力和顽强难以达

到战争目的。面对当前形势，现在的军事职业需要军官有多种能力，战斗力管理能力是所有

军官都必须拥有的 重要的并且是共同的能力。 

2. “战斗力管理” 的定义 

军队中有大量专业人员，其中大部分都能够在地方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相同对应者。教师、工

程师、医生、飞行员、情报专家、通讯专家等等，所有这些既能够在军官内部找到也能在地

方找到。如果不考虑这些专业，把军队宏观划分为陆、海、空、火箭军以及战略支援部队，

也体现了军官所承担的任务和所需要的技能的巨大差别。驱逐舰舰长与导弹旅旅长所面临的

问题截然不同，因而对于能力的需求也有着同样的巨大差别。不过还是存在某种军事能力，

对于所有的军官来说是 重要的也是共同的，并且也能够将军官同地方人员区分开。这种能

力被称为“战斗力管理”。军事力量的功能在于成功处理武装冲突。军官的军事职责包括：

其一组织、装备并训练军事力量；其二，对军事力量的行动进行计划；其三，在冲突时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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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之外对军事力量进行控制。对使用武力的群体实施引导、监督与控制的技能，是军官 为

独特的技能，可以称之“战斗力管理”。这种能力对全军的军官而言都是共同的。也正是这
种技能，将军官同军队中所存在的其他专业人员相区分，突出作为军官的意义。 

3. “战斗力管理”的独特性 

其他专业人员的技能对于达成军事行动的目标而言都是必需的，但他们的职责基本上还是辅

助。这些专业人员同军官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护士、验血医生、CT 医师同医生之间的关系一

样。军队中除军官外的专业人员没有能力实施对“战斗力的管理”，就像护士、验血医生、

CT 医师不能代替医生诊断治疗一样。毕业于军校的众多的军官的口号是“到基层去，到一线

作战部队去”，这充分显示了军官身份的本质。在军官职业内，专业人员在陆地、海洋和天

空对战斗力进行管理就像在医生职业内部专业人员对肺、鼻子和眼进行诊治一样。军官是特

殊的专业人员，需要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战斗力。使用战斗力的多种情形与各种形式，构成

了次级专业人员的基础。这也同样构成了对于技术能力进行评价的基础。如果一名军官能够

指挥更大规模更复杂的战斗集团，并且对多种类型的情况进行处理，那么他的职业能力就更

强。只能直接指挥单个步兵班的军官，所拥有的职业能力也就够在边境线上巡逻；而能够管

理一个驱逐舰支队或步兵旅的军官则有更强职业能力。能够对大规模陆海空联合作战进行指

挥的军官，则是军官职业内部的 高级精英。 

4. “战斗力管理”的培养 

4.1. 全面的学习与训练 

军事职业中对战斗力管理需要高水平的专业能力，对军官而言自身无论拥有多么出色的智力、

性格与领导力，都不可能不经历充分的训练与实践就能发挥出军官的功能。在紧急情况下，

一个未经训练的百姓或许能够在短时间内像一个排级或连级军官一样行动，就好像一个聪明

的人或许也可以在医生赶到之前进行紧急的救治那样。这在过去是可能的，过去管理战斗力

不像现代社会中是一项 为复杂的任务。但是到了现在只有那些将其全部工作时间投入这项

任务的人才能够培养职业能力。军官的技能既不是“艺”即基础的机械性操作，也不是“艺

术”即需要独一无二的无法传承的天赋。军官的技能是一种异常复杂的知识技能，要求极其

全面的学习与训练。 

军官的独特技能是战斗力管理力，而不是战斗力直接使用力。例如，发射导弹是机械性的手

艺，而军官指挥一个发射营就需要截然不同的能力，这种能力一部分来自于书本学习，来自

于军校。另一部分来自于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军事职业中的知识性内容要求军官投入大约三

分之一的职业生涯到正规的军校学习。这样一个教育时间与实践时间的比例，比别的职业更

高一些，反映了军事专业知识的极端复杂性。军官的独特技能从本质上而言不会随着时间和

地点的改变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普适的。就好像好的外科医生的标准在北京或西

安都相同，无论在河北还是新疆，无论是 20 世纪还是 21 世纪，职业军人能力的衡量标准也

都是一样的、对共同的职业技能的掌握，是将有着许多其他差异的军官联系在一起的紐带。

此外，军事职业还有自已的历史。对战斗力的管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学习了解现存的技术就

能掌握的技能。这种技能有着自己持续发展的厉史，军官必须理解其发展历程、趋势与动态。
只有当他理解了组织和指挥军事力量的历史发展时,才有可能成为这个军官职业当中的出类

拔萃者。关于战争与军事历史的重要性，需要在军事教育中始终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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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阔的历史文化知识 

精通“战斗力管理能力”，还要求开阔的历史文化知识。在任何时代，战斗力的管理与使用

都同整个社会的文化模式有密切的联系。就像法学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

心理学相互交融一样，战斗力的管理也是如此。战斗力的管理还同数学、物理学、化学与生

物学这样的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为了适当理解自己的行为，军官必须有关于其它学科的相

应知识，并且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运用多学料的知识来服务于自身日标。此外，如果仅仅接

受关于军官职业的训练，还无法真正发展出分析能力、洞察力、想象力与判断力。这些在军

官职业中所需要的能力与思维习惯，需要通过军官职业以外的更丰富的途径才能够学到。事

实上，就像教师、律师和医生一样，军官要面对的也是人的问题，因此要求军官更深入地理

解人类的态度、动机与行为，而这通常是由通识教育来推动的。这对职业军官而言也是一个

必要的标准，就像通识教育成为律师和医生职业的进入门槛一样。 

4.3. 熟悉联合作战 

精通“战斗力管理能力”，还需要熟悉其他军种作战的知识。作战需求决定了对军种中的各

级军官的联合作战指挥能力要求，军事指挥员处于战区联合作战指挥网络的节点，不仅需要

熟悉本军种内作战资源的性能与运用，还需要了解其他军种武器装备性能、指挥运用的方法，

具备与其他军种横向协调联合作战的能力。战区联合作战环境下，各军种的有机结合能够有

效提高作战资源的运用效率，军种的协调应当是作战资源在战场环境下的有机融合，需要突

破传统的纵向指挥机制的限制，各军种单元紧密横向协同，建立一种基于作战环境的多军种

网络化联合作战机制，这就要求处于作战指挥节点的军事指挥人员具备联合作战的横向协作

能力。 

4.4. 保障军官待遇 

精通“战斗力管理能力”，需要军官付出大量心血，虽然军官同商人不一样，并非以获得

大利益为目的提供劳务输出，但也应必须持续地供给相匹配的薪酬，方能维持其热情动力。

以此观点为指导，外军在构建军官职业化制度体系时特别注重物质投入。主要体现在持续增

长的军费开支和工资福利国国防开支列表中显示，当前绝大多数军事强国的军费开支普遍保

持在 GDP 的 3%左右，俄罗斯长期以来维持在将近 6%;以此为物质基础建立了随社会通胀水平

和军官任务特点动态调整的薪酬福利保障机制，确保其职业军官平均工资福利始终处于各行

业平均收入中上游水平，同时设立了名目繁多、分类细致、涵盖全面的津贴补助，基本能达

到军官总收入的 1/3 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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