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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水位的航线可行性分析方法，通过追踪安全等深线，求取随瞬时水位时变的障碍

区，然后分段判断航线与障碍区的相交情况，测试航线的可行性，求解可行性时间。实验表明，该方法能有效

地分析动态水位影响下的航线可行性，扩大通航能力，缩短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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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线设计是海上安全航行的先导和基础
［１，２］。

在过去几年中，航线的可行性分析得到了不少学者

的关注［２４］。由于潮汐的影响，海水的瞬时深度并

非如传统海图上所表示的静态水深那样保持稳定

性，而是随水位不断变化的。随着数字潮汐模型的

精化和实时监控手段的成熟以及电子海图的广泛

应用，采用动态分析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如何建

立动态分析的数学模型、提出解算方法，成为一个

难点问题。本文建立了一种基于动态水位的航线

可行性分析方法。

１　基本数学模型的构建

１．１　可行性表达模型

对于给定的某一条计划航线，其可行性犖 依

赖于其经过的路线犔，舰船航行所需要的安全水深

为犺，数学模型可表达为犖（犔，犺）。如果考虑航线

动态水位的影响，可表达为犖（犔，犺，狑）。其中，狑

为舰船经过航线上的瞬时水位，与地理位置和时间

狋相关
［４］。一条航线由一个或多个直线航段组成，

犔＝ 犔１，犔２，…，犔狀｛ ｝
１
，犔犻为某直线航段（犻＝１，２，…，

狀１，狀１为组成航线的直线航段数）。若用数值１表

示某直线航段可安全航行、０表示不可安全航行，

整条航线的可行性犖（犔，犺）可表达为：

犖（犔，犺）＝犖（犔１，犺）×犖（犔２，犺）×…

×犖（犔狀
１
，犺） （１）

　　如果考虑瞬时水位狑的影响，基于动态水位

的航线可行性可表达为：

犖（犔，犺，狑）＝犖（犔１，犺，狑）×犖（犔２，犺，狑）×…

×犖（犔狀
１
，犺，狑） （２）

　　由于水位狑是一个关于时间狋的函数，犖（犔，

犺，狑）是一个时态问题犖（犔，犺，狑（狋）），对于某一舰

船，其安全水深犺为一常值，如果选定路线犔，可判

断其在某时刻狋的可行性。同时，对于路线犔，也可

以逆向求解可航行的时间狋。

１．２　障碍区表达模型

基于数字海底模型和舰船航行所要求的安全

水深犺，可以求解安全等深线。根据等深线方向的

定义［５］，沿安全等深线正向，左为浅水区，右为深水

区。沿等深线正向，节点逆时针排列的闭合安全等

深线的内部为浅水区域，如图１中的犃１。沿非闭

合等深线的正向，逆时针将其与研究区域外边界形

成一封闭区域，其内部也为浅水区域，如图１中的

犃２。这两种浅水区组成自然障碍区。节点顺时针

排列的闭合等深线，尽管内域深于安全水深，如图

１中的犃３，但其位于更大障碍区犃２的内部，航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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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时将其合入外围障碍区。除从安全等深线提取

的自然障碍区外，还有养殖区、沉船等点、线、面障

碍物的影响范围，为人工障碍区，如图１中的方框

内区域犃４。考虑到定位和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影

响，还可对障碍区范围进行一定量的扩大，并进行

扩充后障碍区相交的处理，如图１所示。

随着水位狑（狋）的变化，障碍区范围也会发生

相应的改变，可用集合犗狑（狋）＝｛犗１，犗２，…，犗狀
２
｝来表

示，狀２是水位为狑（狋）时的障碍区数。如图２所示，

当狑（狋）达到最高水位时，障碍区范围达到最小值

犗犕犻狀；当狑（狋）达到最低水位时，障碍区范围到达最

大值犗ｍａｘ；犗ｍａｘ外的区域任何时刻都为安全航行区。

图１　障碍区

Ｆｉｇ．１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Ａｒｅａｓ
　　

图２　高低水位时的障碍区

Ｆｉｇ．２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Ａｒｅａｓａｔ

Ｈｉｇｈ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Ｗａｔｅｒ

２　航线可行性分析方法

２．１　可行性判断的基本法则

判断某航段的可行性，通过判断其是否与障碍

区相交来实现。对于某直线航段犔犻（犻＝１，２，…，

狀１）：① 如果犔犻∩犗ｍａｘ＝，则犖（犔犻，狑（狋））＝１，狋∈

（－∞，＋∞）；② 如果犔犻∩犗ｍｉｎ＝－，则犖（犔犻，

狑（狋））＝０，狋∈（－∞，＋∞）；③ 如果犔犻∩犗ｍａｘ＝

－且犔犻∩犗ｍｉｎ＝，则犖（犔犻，狑（狋））的值依赖于

动态水位狑（狋），在某些时刻犖（犔犻，狑（狋））＝１，这种

航段也称为时变可行性航段。

判断各航段的可行性后，利用式（２）可解算整

条航线的可行性。但其中一类情形是不能直接解

算的，也就是不存在直线航段犖（犔犻，狑（狋））＝０，存

在犔犻∩犗ｍａｘ＝－且犔犻∩犗ｍｉｎ＝的情形。这种航

线也称为时变可行性航线。

２．２　时变可行性航线分析

时变可行性航线由可行性航段和时变可行性

航段组成，时变可行性航段的分析是问题的关键。

分析某一时变可行性航段犔犻，需先求取犔犻与犗ｍａｘ

的所有交点的位置，并按距离犔犻起点的大小进行排

序。如图３（ａ）所示，求出ＳＤ与犗ｍａｘ的交点，并按

到犛的距离由近到远进行排序，每两个交点为一

对，每一对交点分别为穿越障碍区的起点与终点，

如图３（ａ）中的犘１和犘２、犘３和犘４。各对交点之间的

航程称为时变可行性区段犾，如图３（ａ）中犘１和犘２

间的航程为犾１。时变可行性航线分析问题转化为：

犖（犔，犺，狑（狋））＝犖（犾１，犺，狑（狋））×

犖（犾２，犺，狑（狋））×…×犖（犾狀
３
，犺，狑（狋）） （３）

式中，犼＝１，２，…，狀３，狀３为时变可行性区段的数目。

以上只讨论了航段起点和终点位于犗ｍａｘ外的

情形。实际中可能出现的情形有：起点和终点都位

于犗ｍａｘ外，见图３（ａ）；起点和终点都位于同一障碍

区内，见图３（ｂ）；起点和终点都位于不同障碍区

内，见图３（ｃ）；起点和终点中一个位于障碍区内，另

一个位于障碍区外。一种较为巧妙的处理是：起点

或终点若位于障碍区内，它们也算上一个交点。起

点为第一个交点，终点为最后一个交点。这样，如

果没有另外的交点，见图３（ｂ），由起点和终点组成

一个时变可行性区段；否则，起点与离起点最近的

一个交点（见图３（ｃ）中的犘１、图３（ｄ）中的犘２）组成

一个时变可行性区段，离终点最近的一个交点（如

图３（ｃ）中的犘２、图３（ｄ）中的犘４）与终点组成一个

时变航行区段。

某舰船计划在某时刻狋从出发点以一定的船

速狏开始航行，则其到达第犼个时变可行性区段起

点的累积航程为狊犼，时间为τ犼＝狊犼／狏。如图３（ａ）所

示，犘１犘２为某舰船计划在某时刻狋从犛出发的第一

个时变可行性区段犾１，假设以一定的船速狏开始航

行，航行到犘１的时刻为τ１＝狋＋狊１／狏，狊１为犛到犘１的

距离。在狋＋狊犼／狏时刻，需要根据水位模型狑（狋＋

狊犼／狏）重新计算当前水位下的时变障碍区犗狑（τ犼）。

如果犾犼∩犗狑（τ犼）＝，则犖（犾犼，狑（τ犼））＝１；否则，犖

（犾犼，狑（τ犼））＝０。

当然，由于航行在每一时变可行性区段，如图

３（ａ）中的犘１犘２、图３（ｃ）中的犛犘１等，需要一定的时

间，在此时间段内水位还会发生变化。如果以一定

的航速，穿过时变可行性区段犘１犘２的时间较长时，

还不能简单地用狑（τ犼）的水位来求解整个区段犾犼的

障碍区，判断航段的可行性。由于水位还是在不断

变化，更准确的水位模型应用狑（τ犼＋τ′）来表示，

图３　航段端点与障碍区的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ａＲｏｕｔ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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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表示从某时变可行性区段起点开始起算的时间。

在实际中，不能对每个时刻都进行计算，需要以一

定的尺度将问题离散化。一种较为简单的处理方

法是：将时变可行性区段分成多个子区段，对每个

子区段进行时变可行性测试。分割各子区段大小

的依据是保证在此子区段内不会发生影响结果的

水位变化。

本文采用距离均分区段确定测试时刻。假设

在时间Δτ内水位不会发生影响最终结果的变化，

船速保持狏匀速航行，那么在Δ狊＝狏·Δτ内的距离

可以不考虑水位变化。如果犘１犘２＜Δ狊，则可直接

求解犖（犾犼，狑（狋＋狊犼／狏））；如果犘１犘２＞Δ狊，则需对

犘１犘２进行均匀分割，使分割后所得的各子区段小

于Δ狊。如图４所示，假设对某时变可行性航段进

行平均分割后的均分点为犕１、犕２、…、犕狀，子区段

的个数可由下式确定：

狀４ ＝ｉｎｔ（狊犕
１
犕
２
／（狏·Δ狋）＋１ （４）

式中，狊犕
１
犕
２
是时变可行性区段的长度；ｉｎｔ表示取

整。

接下来对各子区段进行可行性测试。依次测

试经过图４中线段犕１犕２、犕２犕３、…、犕狀－１犕狀的可

行性，表示为：

犖（犾犼犽，狑（狋＋狊犼／狏＋（犽－１）×Δτ））

（犽＝１，２，…，狀４） （５）

　　为进一步消除水位计算误差的影响，用经过各

子区段中点时刻的水位作为整个子航段的水位，表

达为：

犖（犾犼犽，狑（狋＋狊犼／狏＋Δτ／２＋（犽－１）×Δτ））（６）

整个直线区段的可行性表达为：

犖（犾犼，狑（τ犼））＝犖（犾犼１，狑（狋＋狊１／狏＋Δτ／２））×

犖（犾犼２，狑（狋＋狊２／狏＋Δτ／２＋Δτ））×…×

犖（犾犼狀
４

，狑（狋＋狊狀
４
）＋Δτ／２＋（狀４－１）Δτ （７）

图４　时变可行性区段的分割

Ｆｉｇ．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ａ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ＮａｖｉｇａｂｌｅＳｅｇｍｅｎｔ

２．３　可行性时间的求解

前面所述的只是计划航线的可行性测试，对于

舰船在什么时间窗口内能通过时变障碍区域，本文

采用较为简单的判断尝试法：从某时刻狋起，以一

定的时间间隔Δ狋，不断测试航线犖（犔犻，（狋＋犿×

Δ狋））＝１的时刻（犿＝１，２，…，狀５），狀５＝犜／Δ狋，犜为

当地数字水位模型的周期），所有可行性的时间段

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某个水位变化周期内的可行

性时间窗口。

３　实验与分析

３．１　可行性实验

为了验证所提算法的有效性，利用以下数据进

行了实验。如图５所示，对于所需安全水深犺为１２

ｍ的某舰船，如果 不 考 虑 水 位 的 影 响，航 线

犛犘１犘２犇是不能安全航行的，但如果能充分利用水

位变化的影响，则航线犛犘１犘２犇是有可能安全航行

的。本文通过几组数据对航线犛犘１犘２犇进行了更

为具体的可行性测试，实验结果如表１所示。

图５　航线的可行性测试

Ｆｉｇ．５　ＡＴｅｓｔｆｏｒＮａｖｉｇａｂｌｅＲｏｕｔｅｓ

表１　基于不同出发时间与航速的航线可行性结果

Ｔａｂ．１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Ｒｏｕｔ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ｈｉｐＳｐｅｅｄｓ

序号 出发时间 航速／节 可行性结果

１ ０３：００ ４ 可行

２ ０３：００ ２４ 可行

３ ０３：３０ ４ 不可行

４ ０３：３０ ２４ 可行

５ ０４：００ ４ 不可行

６ ０４：００ ２４ 不可行

　　假如某舰船需要从犛沿航线犛犘１犘２犇安全到

达犇，当航速分别为４节、２４节时，从点犛的出发

时间窗口分别为００１８～０３１６、００２５～０３４０。

３．２　航道利用率对比

如果不利用水位变化的影响，航线犛犘１犘２犇是

不可行的，绕过障碍区的最短航程为犛犙１犙２…犇。

为了进一步反映动态水位对航道资源利用的影响，

本文对几组数据进行了对比实验，结果如表２所

示。最小水深是考虑动态水位前后设计航线所经

过的最小水深。航程是针对安全水深１２ｍ的舰

船，在动态水位分析中，为设计航线的距离；在静态

水位分析中，为不考虑水位变化影响时，相应起点

到终点的最短安全航线的距离。从表３可以看出，

考虑动态水位后，可增大航线上的最小水深，从而

扩大通航能力，缩短了出发点到目的点的航程。需

要指出的是，增大的最小水深和缩短的航程与航线

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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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经位置的潮差和地形相关。

表２　考虑动态水位前后的通航能力与航程对比／ｍ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ｉｎｉｍｕｍＤｅｐｔｈｏｎａＲｏｕｔｅ

ａｎｄＶｏｙａｇ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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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最小水深 航程

传统静

态分析

动态水

位分析

传统静

态分析

动态水

位分析

１ ９．１ １２．２ １７０９５ １３２４２

２ ８．５ １２．３ ２４７５８ １０１２３

３ ９．５ １２．５ ３８５２７ １２２４５

４ ８．９ １２．３ ５８７４６ ４０４３９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传统静态海图上航线设计的不足，提

出了基于动态水位的航线分析方法。实验证明了

此方法适用于动态水位条件下的航线可行性判断。

与传统的航线分析方法相比，可扩大通航能力，缩

短航程。这种分析方法在商用船只的候潮进港和

军舰的特殊机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本文只研

究了较为简单的情形，在潮汐变化复杂区域，还需

要建立高精度的动态水位预测模型，对于大区域分

析，还需要考虑多数据集的合成和方法的快速解算

等问题，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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