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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航道”建设的主要目标在于应用信息技术平台保障航道安全、提高航务管理水平。作为航道管

理中的重要导航设施航标灯（船），对其工作状态、空间位置进行远距离全天候监测与遥控是＂数字航道＂建设

的主要内容。航标遥测监控系统集成无线通讯、传感器、空间信息处理等技术，实现航标信息的实时采集与传

输，异常状况的报警及统计等功能。电子航道图运用事件驱动型地图表达、时空变化特征地图表达、多尺度地

图表达及国际电子海图Ｓ５７／Ｓ５２标准表达等关键技术，为监控航标提供地理定位背景，并支持遥控监测中的

空间信息查询、分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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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航道管理中的重要导航设施航标灯

（船），其工作状态、空间位置信息的监控与实时维

护是航务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传统的对航标的

维护一直停留在劳动密集型水平上，靠人工巡检、

船舶报告的方式进行维护，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

低，故障告警和维护响应周期长，养护管理成本居

高不下。当由于自然或人为的突发因素，造成航

标损坏、漂离，电池老化或航标灯器损坏等问题

时，往往不能及时发现并修复，给来往的船只造成

危险，极大地影响船舶安全航运，严重影响航道安

全和航道的使用率，这种维护方式已经大大滞后

于航运发展的需要。

随着计算机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ＧＰＳ技

术及其应用的发展，特别是数字航道概念的提出，

航标养护管理的科学化和信息化问题已经从试验

层面拓宽到生产应用层面。无线通讯、传感器、空

间信息等技术的最新发展成果，为水路交通行业的

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航务管理部门

从此可以对航标、信号灯及其他助航设施的工作

状态、空间位置等实行远距离、全天候监测与遥

控。图１为航标遥测监控系统的结构。

图１　航标遥测监控系统工作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Ｂｕｏｙｓ

Ｒｅｍｏｔ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１　航标遥测监控系统

航标是航道的指路牌，是航务管理中的重点

监控对象。在航道的日常维护中，管理者希望及

时获悉航标当前工作状况和技术参数，如航标灯

位置、充电电流、充电电压、工作电流、运行灯质

等，这些参数表明航标是否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

传统管理模式下，航道管理人员需要组成专班，乘

航标船对航标灯的物理参数进行实地检测，工作

量大、实时性差且费用很高。运用基于电子航道

图的航标监控系统，能够对航标灯即时工作状态

实施全天候监测与遥控，在监控中心可以实现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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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运行无人值守，异常状况报警信息自动通知责

任人等重要功能。航标遥测监控系统可形象地比

喻为航标管理的“千里眼”，航标维护人员坐在电

脑前就可以管理几百ｋｍ外的航标，实现该目标

首先要有航标信息采集和处理功能。

航标遥测监控系统由电子航道图系统、ＲＴＵ

终端（ｒｅｍｏｔ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ｕｎｉｔ）、通信前置机及中心

服务器等模块组成，包括航标数据采集与传输、监

控中心数据处理与报警、航标控制与决策支持等

重要功能。电子航道图兼容国际海道测量组织

（ＩＨＯ）Ｓ５７／Ｓ５２电子海图国际标准，结合内河航

道管理的要求与特点，电子航道图对电子海图标

准进行了必要的扩展和改进。安装在航标上的

ＲＴＵ终端负责采集航标状态数据，是集ＧＰＳ接

收机、ＧＰＲＳ／ＧＳＭ 通信模块及传感器于一体的

低功耗单片机系统，ＧＰＳ获取航标定位信息，传

感器获取航标工作状态及运行参数。图２为监控

系统中数据流的传输过程，其中数据传输通路采

用虚拟专用网（ＶＰＮ）与ＧＰＲＳ相结合的方式，监

控服务器负责接收各航标发送的数据，电子航道

图链接监控服务器并表达航标动态信息。

图２　航标监控系统的数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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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电子航道图

电子地图作为空间信息表达的视觉产品，在

监控系统应用中表现为动态现象“在线式”多维表

达，是一种集动态性、交互探究性和超媒体等特征

于一体的空间信息可视化工具［１１］。电子航道图

是电子地图在航道测绘领域的应用，具有较强的

专业特点。在航标监控系统中，除了表达基础航

道数据外，电子航道图主要为航标提供定位背景，

并对航标工作状态、突发事件及运动轨迹等进行

表达，如航标漂移、撞击等。通过运用地图动画、

动态符号、模拟表达等形式，可以辅助分析动态现

象的时态特征，认识并揭示动态现象的时空演变

规律等。

与普通电子地图相比，以航标监控为目标的

电子航道图强调事件驱动型地图表达、时空变化

特征地图表达、多尺度地图表达及Ｓ５７／Ｓ５２海图

标准表达等方面。

２．１　事件驱动型地图表达

航标监控系统属于事件驱动系统ＥＤＳ（ｅｖｅｎｔ

ｄｒｉｖｅｎｓｙｓｔｅｍ）
［６］，运行过程中自动监测航标位

置、速度、航标灯工作状况、意外撞击等参数，进行

简单处理、编码后以事件的形式记录和发布，具有

以事件实体对象形式描述和表达监控客体的能

力。事件驱动型地图表达主要体现在电子地图表

现内容的变化由用户的交互操作行为及外部环境

条件共同驱动实现。电子地图动态表现的驱动接

口一般存在两种类型：① 由用户地图操作行为驱

动的接口，包括放大、缩小、漫游、查询、旋转等操

作；② 由外部环境变化驱动的接口，包括系统与

外部设备的通信信息，以及系统运行时间、时空事

件等［１２］。根据以上触发条件及接口，在预先定义

的驱动规则支持下，事件驱动型电子地图即动态

地呈现监控目标的最新位置、状态、关系等实时信

息，如图３所示。

图３　动态地图事件驱动表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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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航道图中，针对用户的地图操作行为，

系统主要以电子航道图内容自适应显示为主要响

应方式，以提供适用于各种空间比例尺、空间范围

的地理背景航道图显示为目的。对于外部环境变

化的驱动接口来说，首先需要定义外部驱动事件

类型、事件的描述等内容；其次，针对各种不同事

件定义地图表现及系统处理的响应方案。外部环

境变化的驱动条件通过系统提供的消息接收接口

获得，在航标监控系统中，接收的消息包括监控目

标的最新位置、速度、方向及属性等。这些信息进

入系统后，通过一定的计算与转换，即以一定的格

式提供动态地图解析与表现。另外，还存在一种

触发驱动机制，即系统定时、定位触发驱动。预先

设定触发时间、触发周期或者触发位置条件，并以

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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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部时间或者目标空间位置为控制，定时、定

位地触发一些固定的系统操作。例如，漂移１０ｍ

时给出提醒信息，漂移３０ｍ时给出报警信息；当

时间间隔超过３０ｍｉｎ后，系统启动外部传感设备

更新当前航标的状态信息等。

２．２　时空变化特征地图表达

动态地理现象表达涵盖四种类型，即对正在

发生变化的实时监控、对已经发生变化的过程再

现、对将要发生变化的过程推演，以及对并不存在

变化的虚拟表达，分别对应语言表达中的进行时、

过去时、将来时和虚拟语气［１０］。航标监控系统属

于实时应用系统，除表达航道空间信息外，还需要

表达航标、航道及航标船的各种时空变化特征，本

文设计的时空变化特征地图表达方法有空间统计

分布特征表达、空间运动特征表达、时间顺序特征

变化表达及频率变化特征表达等。

２．２．１　空间分布统计特征表达

系泊浮标的空间位置变化一般并不能从运动

机理上解释其规律，在不同时刻，它们的位置、方

向和速度等参量表现出随机变化特性，体现出空

间分布的统计学规律。由于ＧＰＳ精度误差，或风

力、水流等原因，传感器采集的浮标各时刻空间位

置具有随机性。将一个时段内采集某个浮标的所

有位置数据表现出来，根据其分布密度就能简单

判断影响航标漂移的外界因素，从而为航标维护

提供直接参考。图４为浮标“Ｙ＃００９甲”在时间

段“３／１／２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０５”之间的空间位置采样点

分布图，其中浮标多数时间位于浮标系泊处的西

南方向。

２．２．２　空间运动特征表达

当发生洪水、地震或受到意外撞击时，浮标可

能漂离原来的位置，漂移过程表现为具有明显轨

迹特征的空间运动。为了浮标搜寻人员方便，监

控系统采集并记录每个浮标的运动轨迹，在事件

发生后以历史回放的形式表达整个漂移过程，从

而便于发现并寻回丢失航标。

　
图４　浮标空间位置的随机性分布

Ｆｉｇ．４　Ｒａｎｄｏ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Ｂｕｏｙ
　　　　　　　

图５　浮标运动轨迹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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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时间顺序特征变化表达

航标的运行参数、报警等信息总是按照时间

顺序定时或限时获取，这些变化信息以时间为线

索，具有明显的时态顺序关系。时间顺序特征变

化表达采用时间轴浏览、统计报表展示等方式表

达，如电压曲线分析等。

２．２．４　频率变化特征表达

频率变化常出现在周期性变化现象中，在航

标监控中主要有水深季节变化、灯器闪光频率变

化、电压电流日变化等。水深季节变化的频度较

小，可以采用通航基准面水深改正的形式表达修

正后的季节水深。航标灯的灯质、电压电流等指

标一般按照一定的频率变化，为了增强表达效果，

可以采用动画的形式表达频率变化，如采用航标

灯图片信号闪烁表现航标的灯质特性等。

２．３　多尺度地图表达

航道图采用多尺度表达可以表现监控区域范

围内不同尺度的动态变化现象。多比例尺版本数

据，航道图中目标的显示资格比例尺，以及简单高

效的在线式综合程序是实现电子航道图多尺度地

图表达基础。

在多尺度地图显示中，首先根据当前显示比

例尺及显示区域确定位置、精度最适合的显示图

幅，其次决定当前显示比例尺下的可视目标。航

标监控系统的空间数据管理采用二级网格索引机

制，查询时采用分级检索实现。一般来说，地形地

貌要素的显示比例尺最小，而建筑物、街区、道路

等人文要素较之要大，而文字注记的显示比例尺

最大。作为监控对象，航标的显示比例尺最小，即

航标基本上总是能出现在不同比例尺的航道图

上。根据以上逻辑关系，在进行放大、缩小和漫游

等地图操作时，系统将会动态地判断是否加载某

个数据单元，或者删除内存中不再需要的数据单

元；对于已经加载的数据单元，显示时可以对目标

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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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动态取舍。如图６所示，放大显示某一区域， 航道图细节信息便自动显示出来。

图６　电子航道图多比例尺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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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犛５７／犛５２标准

电子航道图提供监控目标的定位背景，为了

满足“数字航道”建设的标准化需求，航道图采用

国际海道测量组织（ＩＨＯ）制定的Ｓ５７／Ｓ５２电子

海图标准，从而便于系统推广与应用拓展。Ｓ５７／

Ｓ５２标准是航海应用的国际标准，国际海事组织

（ＩＭＯ）的相关法律强制其在海洋船舶上应用，在

航海领域有重要的影响。将Ｓ５７／Ｓ５２标准引入

到内河的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失为一种

简捷可行的办法。

不同于海洋环境，内河流域有更为复杂的地

理特征，空间信息内容比海洋环境更加丰富。因

此，电子航道图在Ｓ５７／Ｓ５２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

地物要素层概念，着重表达海洋中并不重要，但是

在内河航道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而某些海图

要素则被忽略。电子航道图按基础层、标准层及

安全信息层等三个层次对空间要素进行组织：①

基础层，包括江岸线、水下孤立危险目标（如沉

船）、陆上孤立危险目标（如废弃的桥梁）、分道通

航标志；② 标准层，包括干出滩范围、航道与水道

界限、禁航区、限航区、可视显著目标、警告标志；

③ 安全信息层，包括水深信息、电线与管线、警告

标志、坐标系、地磁偏角、注记名称、经纬网、沿岸

空间信息、锚地、码头、城镇、桥梁、交通干线、控制

点。

电子海图中其他表达内容，如洋流、潮汐、风

向、风力等多种时态信息，在内河航标监控系统中

并不适用，这里不予考虑。图７是符合Ｓ５７／Ｓ５２

标准的电子航道图显示界面。

图７　电子航道图的地理背景底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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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航标实时状态监控与报警

航标监控系统重点监测航标灯的充电电流、

充电电压、工作电流、运行灯质以及航标位置、航

标的意外碰撞等信息。通过定时轮询或异常信息

触发，以上重要物理参数、指标等通过无线信号从

航标终端传回监控中心。传回的信息首先在室内

大屏幕监控系统中产生报警信号和提示，其次再

通过电话或自动短信通知监管人员。报警条件阈

值由系统管理员预先设置，物理参数、指标等通过

专业电子元件、传感器和ＧＰＳ设备实时测量。

正常情况下，电子航道图以一定的时间频率

动态获取监控对象信息，实时分析航标灯的工作

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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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在突发情况下，监控传感器实时触发报警

信号，并即时传送到监控中心，电子航道图中航标

符号以警戒色闪烁及尖锐声音给出报警提示，监

控人员可以通过查询报警航标的工作状态数据，

识别报警的原因并作出迅速反应，如图８所示。

另外，监控人员可以通过发送遥控指令的办法，强

行查看或改变任何航标的工作状态，如查看当前

状态、改变数据发送频率，以及强制航标灯亮灭、

休眠、激活等。

图８　监控航标工作状态显示界面

Ｆｉｇ．８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ｔ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ｔｈ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Ｂｕｏｙｓ

４　结　语

以动态现象监控为目标的电子地图以时态

ＧＩＳ、移动计算及动画技术等为依托，重点关注动

态现象的表现，在表达内容及形式上体现出较强

的动态性、探究性和实时性。电子航道图航标遥

测监控系统的研制与应用，表明动态电子地图具

有重要的应用潜力。

电子航道图航标遥测监控系统实现了对航标

位置、工作状态及意外事件的实时监控，具有历史

轨迹记录及航行过程再现等多种功能。该系统的

研制成功改善了航道航标管理，解决了恶劣天气

情况下航标船难以靠泊险要标位进行航标灯检查

的问题，保障了航道通航安全，具有省时、省能和

降低劳动强度的效果。与原来人工检测相比，使

用该系统后，所用工时只有原来的１０％，在人力、

能源和设备的投入方面只有原来的２０％，取得了

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参　考　文　献

［１］　ＢｌｏｋＣ．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ｆｏｒＶｉｓｕ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ｔｔａｗａＩＣＡ／ＡＣＩ１９９９，Ｏｔｔａｗａ，１９９９

［２］　ＣｅｃｃｏｎｉＡ，ＧａｌａｎｄａＭ．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ＺｏｏｍｉｎｇＩｎＷｅｂ

Ｃａｒｔｏｇｒｐｈｙ［Ｃ］．ＳＶＧＯｐｅｎ／Ｃａｒｔｏ．ｎｅ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Ｚｕｒｉｃｈ，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２００２

［３］　ＩＨＯ．Ｃｏｌｏｕｒ ＆ Ｓｙｍｂｏ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ＣＤＩＳ

（４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Ｍｏｎａｃ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

ｄ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Ｂｕｒｅａｕ，１９９７

［４］　ＤｉＢｉａｓｅ Ｄ．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ｌ

ｌｅｇｅｏｆ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９０，５９（２）：

１３１８

［５］　ＭａｃＥａｃｈｒｅｎ．Ｔｉｍｅａｓａ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Ｃ］．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Ｓ，Ｗｉｌｅｙ，１９９４

［６］　ＭｏｒｅｉｒａＪ，ＲｉｂｅｉｒｏＣ，ＳａｇｌｉｏＪＭ．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ｖ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Ｊ］．Ｃａｒｔｏｇｒａ

ｐｈｙ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９，２６

（２）：１０９１２３

［７］　ＴａｙｌｏｒＤ．Ｍａｐｓ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ｒａ［Ｃ］．Ｔｈｅ１８ｔｈＩＣＡ／ＡＣ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ｒｔｏｇ

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Ｓｗｅｄｅｎ，１９９７

［８］　ＺｉｐｆＡ．Ｕｓｅｒ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ａｐｓｆｏ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ＬＢＳ）ｆｏｒＴｏｕｒｉｓｍ［ＯＲ］．Ｈｔｔｐ：ｗｗｗ．

ｅｌｅｃ．ｑｍｕｌ．ａｃ．ｕｋ／ｃｒｕｍｐｅｔ／ｄｏｃｓ／ｐａｐｅｒｓ／ＵｓｅｒＡ

ｄａｐｔｉｖｅ Ｍａｐ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ｏｕｒｉｓｍ．ｐｄｆ，２００２

［９］　艾廷华．动态符号与动态地图［Ｊ］．武汉测绘科技

大学学报，１９９８，２３（１）：４７５１

［１０］艾廷华，朱誯，王洪．面向变化监控的动态电子地图

设计［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５，３０

（１０）：８５８８６１

［１１］杜清运，邬国锋．多媒体电子地图集中超媒体结构

的语言学机制［Ｊ］．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０，２５

（１）：１８２４

［１２］王洪，艾廷华，祝国瑞．电子地图可视化中的自适应

１５３



武 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 ２００８年４月

策略［Ｊ］．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２００４，３０（６）：

５２５５２８

第一作者简介：艾廷华，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主要从事地图综合

的研究与数学工作。

Ｅｍａｉｌ：ｔｉｎｇｈｕａ＿ａｉ＠ｔｏｍ．ｃｏｍ

犈犾犲犮狋狉狅狀犻犮犠犪狋犲狉狑犪狔犕犪狆犪狀犱犅狌狅狔狊犕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犪狀犱犆狅狀狋狉狅犾犾犻狀犵犛狔狊狋犲犿

犃犐犜犻狀犵犺狌犪
１
　犠犃犖犌犎狅狀犵

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Ｉｔｉｓｕｓｅｆｕｌｆｏｒｓａｉｌｉｎｇｔｏｍｏｎｉｔｏｒ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ｔｈｅ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ｓ

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ｔ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ｅｏｓｅｎｓｏ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ＰＳ，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ａｎ

ｄｌｉｎｇ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ｙｔｈｅ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ｂｕｏｙｓ，ａｎｄｔｏｇｉｖｅ

ａｌａｒｍｓｆｏｒ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ｓ．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ｍａｐｉｓｔｈｅｇｅ

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ｓ＇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ｔ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ｈｅｒｅ

ｔｒｉｅｖ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ａｐ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ｍａｐ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ｅｖｅｎｔ，ｍａｐ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ｄａｔａ，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５７／Ｓ５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ｆｏｒｉｎ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ｗａｙ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ｌａｒｍｆｏｒ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ａｐ；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ｍｏｔｅｌｙｍｏｎｉｔｏｒ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５７／Ｓ５２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ＡＩＴｉｎｇｈｕ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ｅ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ｍａｊｏｒｓｉｎｍａ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ｅｔｃ．

Ｅｍａｉｌ：ｔｉｎｇｈｕａ＿ａｉ＠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ｔｏｍ．ｃｏｍ

（上接第３４０页）

犕犪狊狊犌犘犛犜狉犪犮犽犻狀犵犇犪狋犪犆狅犿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犕犲狋犺狅犱犅犪狊犲犱狅狀犚狅犪犱犉犲犪狋狌狉犲狊

犔犐犙犻狀犵狇狌犪狀
１，２
　犎犝犃犖犌犔犻犪狀

１
　犜犃犖犠犲狀狓犻犪

３

（１　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Ｍａｐｐ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

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ＲｅｍｏｔｅＳｅｎｓ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２９ＬｕｏｙｕＲｏａｄ，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９，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Ａ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ＧＰＳ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ｏａ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ａｒ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ａｒｅ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ｓｔｏｒａｇｅ

ｓｐａｃｅ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ｗｈｅｎｏｎｌｙ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ａ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ｉｓｒｅｃｏｄｅｄａｎｄ

ｔｈｅ２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ｔａｇ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ｅｏｆｌｅｓｓｄａｔａ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ｃｙ，ｔｈｅ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ｄａｔａｃａｎｂｅｔｔ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ＧＰＳ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ｄａｔａ；ｄａｔａ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ｒｏａ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犃犫狅狌狋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犪狌狋犺狅狉：ＬＩＱｉｎｇｑｕａ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Ｈｉｓ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ｅｌｄｓａｒ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ａｔａｍｏｄｅ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ｌａｓｅｒ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ｍａｉｌ：ｑｑｌｉ＠ｗｈｕ．ｅｄｕ．ｃｎ

２５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