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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航线自动生成中存在贪婪性的弱点，提出了基于航路二叉树的航线自动生成算法。实验结果表

明，所提方法能克服现有航线自动生成算法中的贪婪性，提高航线最优化结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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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的海运事业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时

期，安全、经济的海上航行变得日益重要［１２］。军

事上，面对复杂多变的航行环境，自动、快速地设

计合理的航线，可赢得战机，为胜利创造条件［３４］。

因此，进行高质量的电子海图航线设计在民用和

军事上都有重要意义。

文献［４５］等利用基于已知航路点库的航线

网络方法进行了最佳航线的选择方法研究，但实

际上并不是任何海区事先都建有非常合理的航路

点库，同时也并非只有这些航路点之间可以航行。

在军事上，需要根据作战任务需求，灵活快速地确

定合理的海上航线。因此，基于电子海图，自动搜

索海上任意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成为一个具有现

实意义的问题。陈传波等利用所要绕行的碍航区

的顶点与测试线（当前点与目的点的连线）距离最

小原则，构建了自动绕行碍航区机制［６］。张立华

提出了电子海图平台下最优航线的自动生成算

法［７］，利用方位相差最小和航段最大等准则，建立

了自动绕行碍航区的机制，考虑到了绕行碍航区

时存在左右两条路径的问题。

为了提高航线优选结果的质量，本文提出基

于航路二叉树的航线自动生成方法。

１　基于航路二叉树的航线自动生成

方法

１．１　基本思想

把起始点作为当前点，搜索当前点的最近碍

航区，根据绕行碍航区的航路二分性特点，定位

左、右子结点并建立航路子二叉树；改变当前点为

子结点，重复上述步骤得到各航路子二叉树，从而

建立可行性航路树（本文把这种路径树形结构统

称为航路树），完成航线搜索，最后在所有可行性

航路中提取最短距离航线。当航线搜索完毕时，

可行性航路几何形状如同一棵复杂的二叉树。因

此，可以利用类似于二叉树的结构来进行航线自

动生成，本文把这种二叉树定义为航路二叉树。

如图１所示，犛为起始点，犕 为目的点，犃、犅

等为航路二叉树的中间结点。

１．２　航路二叉树的相关定义

如图２所示，航路二叉树的相关定义如下。

１）起始点犛为航路二叉树的根结点。

２）航路点的最近碍航区：与测试线相交且离

该航路点最近的碍航区。如航路点犛的最近碍

航区为犗１，航路点犘３ 的最近碍航区为犗１，航路

点犘４ 的最近碍航区为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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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航路二叉树的结点：不位于自身最近碍航

区上的航路点，如犛、犘２、犘４。

４）三航路子二叉树：如犘４（犘５）犘６（犘７）犘８、

犘２（犘５）犘６（犘７）犘８（先序排列），其中犘４、犘２ 分别

是两航路子二叉树的父结点，犘５、犘７ 为中间航路

点。

５）航路子二叉树左、右路径：沿测试线前进

方向，测试线左侧的路径为左路径，另一条为右路

径。如航路子二叉树犘４犘６犘８ 的左路径为犘４

犘５犘６，右路径为犘４犘７犘８。

６）中间航路点：航路子二叉树左右路径中除

结点之外的航路点，如航路子二叉树犘４犘６犘８ 中

的犘５、犘７ 点。

１．３　主要数据结构

１）建立相关结构体，存储各航路子二叉树结

点的坐标、标识、左右路径航路点的坐标。

ｔｙｐｅｄｅｆｓｔｒｕｃｔ

｛Ｐｏｉｎｔ２Ｄｐｏｉｎｔ；／／二维坐标点

　ｂｏｏｌｆｌａｇ；

｝ｐｏｉｎｔｉｎｆｏ；／／记录结点信息

ｔｙｐｅｄｅｆｓｔｒｕｃｔ

｛Ｐｏｉｎｔ２Ｄｐａｔｈｐｏｉｎｔ；

　ｉｎｔｎｕｍ；

｝ｐａｔｈｉｎｆｏ；／／记录左、右路径信息

２）管理航路二叉树的动态链表

ｔｙｐｅｄｅｆｓｔｒｕｃｔ

｛ｐｏｉｎｔｉｎｆｏｃｅｎｔｅｒ，ｌｅｆｔ，ｒｉｇｈｔ；

　ｐａｔｈｉｎｆｏｌｅｆｔｐａｔｈ，ｒｉｇｈｔｐａｔｈ；

｝ＣＢｉｔｒｅｅ；

ＣＬｉｓｔ＜ＣＢｉｔｒｅｅ，ＣＢｉｔｒｅｅ＞ｍ＿Ｂｉｔｒｅｅ；

３）管理航路二叉树可行性航线的动态链表

ｔｙｐｅｄｅｆｓｔｒｕｃｔ

｛ｐａｔｈｉｎｆｏｐａｔｈ；

　ｄｏｕｂｌｅｌｅｎｔｈ；

｝ＣＢｉｔｒｅｅＮａｖＬｉｎｅ；

ＣＬｉｓｔ＜ ＣＢｉｔｒｅｅＮａｖＬｉｎｅ，ＣＢｉｔｒｅｅＮａｖＬｉｎｅ ＞ ｍ ＿

ＢｉｔｒｅｅＮａｖＬｉｎｅ；

４）管理航线的动态数组

ＣＡｒｒａｙ＜Ｐｏｉｎｔ２Ｄ，Ｐｏｉｎｔ２Ｄ＞ｍ＿ＮａｖＬｉｎｅ；

１．４　航线自动搜索关键步骤

１．４．１　数据存储

１）基本特点。存储之前，航路二叉树的信息

未知。一般意义上的二叉树，在存储数据之前，结

点所处二叉树的位置、二叉树的结点个数以及二

叉树深度都是已知的，而航路二叉树的这些信息

却是未知的，只有在搜索完毕后才能确定。而且

航路点信息不是一次性或者独立得到的，而是要

有一定的先后顺序才能得到，即每一个航路点信

息的确定都将影响后续航路点的获取。

２）航路二叉树的构建。如图３，首先以起始

点犛为当前点，建立测试线犛犇。找到犛的最近

碍航区，在此碍航区上，作各点与犛的连线，根据

绕行碍航区的航路二分性特点，得到左右两条与

测试线夹角最大的连线，取这两条线与碍航区的

交点（犘３、犘１）；然后分别判断这两点是否在自身

的最近碍航区上，如果不是，记为结点，否则记为

中间航路点并进行绕行碍航区处理直至找到不满

足此判断的航路点。这样第一个航路子二叉树搜

索完毕（如图犛（犘３）犘４（犘１）犘２，犘１、犘３ 为中间航

路点）。最后分别以找到的航路子二叉树左右子

结点作为当前点，重复上述的测试，直至找到所有

航路子二叉树。这样航路二叉树构建完毕（目的

点并没有记入在内）。更复杂的情况，比如说航路

子二叉树的左、右两条路径还会与碍航区相交。

这种复杂航路树的情形，本文将其简化为二叉树

处理。

３）航路二叉树的存储。本文采用“分块存

储”各航路子二叉树的方法进行航路二叉树存储。

按照航路子二叉树的构建顺序，分别将其存储在

管理航路二叉树的动态链表ｍ＿Ｂｉｔｒｅｅ中，其中结

点信息用 ｐｏｉｎｔｉｎｆｏ 存储，左、右路径信息 用

ｐａｔｈｉｎｆｏ存储。

４）中间航路点的处理。当搜索到中间航路

点时，如果此航路点在测试线的左侧，按照搜索的

顺序依次记录在航路二叉树左路径中；同样，如果

航路点在测试线的右侧，则记录在其右路经中。

５）复杂航路树情形的简化处理。如图３，犛

为起始点，犕 为目的点，虚线犛犕 是当前点为犛

的测试线，根据步骤２）可知犃、犅 点分别是当前

航路子二叉树的左、右子结点，路径犛犃、犛犅分别

为其左、右路径。可是犛点与犃 点并不可视，而

是犛犃与碍航区犗３ 相交，如果依照同样的方法进

行路径搜索，又可以得到犛犆犃、犛犇犃 两条路

径，而且每条左（右）路径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这样，形成的航路树非常复杂，为了简化问题，本

文将其作为二叉树进行处理：选择航程较短的路

径犛犇犃，将其作为当前航路子二叉树的左路径，

其中犇点是中间航路点。

１．４．２　可行性航线提取

１）基本原则。航路二叉树构建好之后，本文

按照“深度优先”和“试探搜索”相结合的原则探索

可行性航线。在一般意义上的二叉树中查找具有

某种特征的结点，或者对树中全部结点逐一进行

某种处理，一般采用遍历二叉树的方法［８］。提取

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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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航路二叉树结构图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Ｒｏｕｔｅ

ＢｉｎａｒｙＴｒｅｅ

　　　　
图２　二叉树航线生成

Ｆｉｇ．２　Ｒｏｕ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

ＢｉｎａｒｙＴｒｅｅ

　　　　
图３　复杂航路树简图

Ｆｉｇ．３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ｏｕｔｅＴｒｅｅ

可行性航线时应该向着目的点方向进行搜索，而

且提取航路二叉树结点信息需要进行条件判断来

避免航线重复，遍历法是无法做到的。因此，应该

按照“深度优先”和“试探搜索”相结合的原则得到

所有可行的航线。

２）基本步骤。如图１，根据“深度优先”的原

则，设犛为当前点并将其加入到管理航线的动态

数组ｍ＿ＮａｖＬｉｎｅ中，进行结点匹配找到以犛为父

结点的航路子二叉树，然后在此子二叉树中找到

其左子结点犃（如果有中间航路点，则从左路径中

提取各点依次加入ｍ＿ＮａｖＬｉｎｅ中，最后加入子结

点犃。同样，当找到右子结点而有中间航路点时，

按照上述方法加入右路径各点）；以犃 点为当前

点重复上述过程，直至找到与终点可视的点犌；加

入终点，得到航线犛犃犆犌犕，将 ｍ＿ＮａｖＬｉｎｅ的

信息传递到管理航路二叉树可行性航线的动态链

表ｍ＿ＢｉｔｒｅｅＮａｖＬｉｎｅ中，并清空ｍ＿ＮａｖＬｉｎｅ以便

记录下条航线。接下来，依照同样的方法得到其

他可行性航线，其中得进行避免航线重复的处理

以及航线优化的处理。

３）避免航线重复的处理。当得到第一条可

行性航线犛犃犆犌犕 后，改变 犌 点的标识符

（ｆｌａｇ）。这样搜索下一条航线到犆点时，根据“试

探搜索”原则进行犆点的子结点“取舍”处理：因

为左子结点犌 的标识符已改变，将其舍弃；右子

结点犎 的标识符满足判断条件，从而 犎 点被提

取。当某个航路子二叉树的两个子结点的标识符

都改变时，改变它的父结点标识符。

４）航线优化的处理。当某条航线提取得到

后，航线中的某两个航路点可能可视。这样，这两

个航路点中间的那些点就成了冗余航路点。冗余

航路点的存在不仅增加了航线的航程，甚至会影

响到最后优选的结果。因此必须删除冗余航路

点，把可视的点连接起来，将得到的新航线作为最

后提取的结果。

５）航线提取结束条件。当起始点犛标识符

改变后，航线提取完毕。

１．４．３　最短距离航线提取

假设提取得到的可行性航线有狀条，航程分

别为犔１、犔２、犔３…犔狀，最短航程可以根据ｍｉｎ（犔１，

犔２，犔３，…，犔狀）求解。如果最短航程为犔犻（１≤犻≤

狀），那么将其对应的那条航线作为优选航线。

２　实验及分析

为了验证方法的有效性，本文进行了相应的

航路贪婪算法与航路二叉树算法对比实验，如图

４所示。图上显示的折线分别为采用不同算法优

选得到的最短航线。

对比图４（ａ）和图４（ｂ）的实验效果，通过计

算，基于航路二叉树算法优选得到的航线里程为

１３８６ｋｍ，而航路贪婪算法的结果为１４４３ｋｍ。

图４（ｃ）得到的航线里程为１１５３ｋｍ，而且转

向点数为４；而图４（ｄ）中航线里程是１０７８ｋｍ，转

图４　实验结果

Ｆｉｇ．４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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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点数为２。

根据实验效果可知，航路二叉树算法克服了

贪婪性的弱点，能够避免某些特殊情况下的航线

优选错误，提高了航线优选结果的质量，相对于航

路贪婪算法所优选的最短距离航线更为合理。

３　结　语

本文方法基于航路二叉树的定义和构建，利

用“分块存储”的方法进行航路二叉树信息的存

储，采用“深度优先”和“试探搜索”相结合的原则

提取航路二叉树信息，最后从可行性航线中提取

最短距离航线。根据对比实验效果，所提方法进

一步改进了现有的航线自动生成方法，提高了航

线优选结果的质量。当然，所提方法只是讨论了

墨卡托投影下的平面最短距离，结果具有一定近

似性。而且实际航行中还应考虑水文气象影响等

条件，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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