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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目前的二维航标应用系统无法表达航标的真实视觉效果及其融入周围环境的互动式的视觉效

应，现有的三维航标系统缺乏定量的配布分析工具与有效的评估方式等问题，设计了基于ＧＩＳ与虚拟仿真的

三维航标配布系统的架构，研究了三维布标环境可视化、航标灯的仿真以及航标配布分析、配布方法、效能评

估等关键技术，开发了三维航标配布系统，并在广东海事局蛇口港得到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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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ＧＰＳ／ＧＩＳ／ＧＳＭ 技术、ＧＳＭ／ＧＰＲＳ、船

舶自动识别系统（ＡＩＳ）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国

涉海部门都已广泛开展了基于ＧＩＳ的航标应用

系统的研发工作，并获得一定的成果。不少国家

已进行了在ＧＩＳ环境下的航标优化配布研究，其

浮标间距合理，岸标配布已形成网链。随着“数字

海事”和“电子助航”的推进和发展，我国航标信息

化取得了显著成果，海事部门已有一系列航标应

用系统［１７］。然而，这些从不同应用角度开发的航

标应用系统存在着如下不足：① 目前配布方式主

要利用二维电子海图，根据经验进行，无法分析、

评估航标的真实视觉效果及其融入周围环境的复

杂互动式的视觉效应，难以实现航标的动态配布、

评估与管理；②２Ｄ／３Ｄ航标信息不能有机集成，

使得用户习惯和真三维环境难以有效发挥作用，

而三维航标信息数据更新机制的缺乏造成目前三

维航标配布系统大多停留在演示阶段；③ 建成的

航标三维系统（如 ＭｕｌｔｉｇｅｎＣｒｅａｔｏｒ／Ｖｅｇａ等）大

多数是在国外相关系统上进行二次开发的，重在

仿真，未能与 ＧＩＳ有效集成，未能充分利用 ＧＩＳ

的模型分析和空间分析功能，缺乏科学的、定量的

配布分析、评判工具以及有效的、完善的应急保障

和性能评估体系，缺乏自主知识产权，难以进行大

范围的推广应用，系统的维护和升级也存在一定

问题，从而难以保证布局合理的助航设施保障体

系的有效实现。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研究如何将

ＧＩＳ技术与虚拟仿真技术相结合，构建一个实用

的三维航标配布系统，既能为管理决策者提供一

个直观、逼真的决策环境，又能提供有效的航标配

布、分析以及管理、评估手段。

１　总体框架

基于ＧＩＳ与虚拟仿真的三维航标配布系统

的总体架构见图１。本系统基于航标数据、电子

海图、水深数据等基础信息以及 ＡＩＳ信息、水文

气象信息和其他专题航标信息，采用ＧＩＳ技术结

合虚拟仿真技术进行构建。系统的一个突出优点

是它不仅能在计算机中再现真实的、虚拟的三维

航道航标布标场景，而且能在三维虚拟仿真场景

下实现航标的配布，并实现配布效果的模拟。在

此框架中，布标环境模拟与船舶、航标动态数据是

三维动态场景管理、三维航标配布与编辑、配布效

果模拟与评估和航标配布方案比对与分析等应用

的基础。三维动态场景管理控制各种动态特效以

及对场景进行正确、有序的操纵。三维航标配布

与编辑模块提供灵活的配布工具以及各种 ＧＩＳ

辅助分析工具。配布效果模拟与评估模块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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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随时掌握航标三维海域的各种信息，可进行

通视分析以及航标配布方案比对等分析，有利于

航标设置方案的审定、选择与评估。

图１　基于ＧＩＳ与虚拟仿真的三维航标配

布系统总体架构

Ｆｉｇ．１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３ＤＡｉｄｓｔｏ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ＩＳａｎｄＶｉｒｔｕ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　主要关键技术

２．１　犌犐犛与犆犃犇集成下的三维地理场景构建

建立具有高度真实感的航标配布场景是三维

航标配布系统的数据基础。地形是影响航标配布

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本文首先实现水下地形及

其沿岸地形的一体化生成；其次将其与场景区域

的高分辨率航空影像根据大地坐标叠加，还原真

实、逼真的地形地貌；最后通过模型建模模拟真实

的航标以及人工建筑物。

在配布过程中，不但要考虑水下地形，还需要

考虑一定范围内的陆上地形才能确定航标设置是

否正确合理。目前，水下地形数据一般通过单波

束回声仪或者多波束测深仪进行采集。然而，使

用单波束扫测不能实现水下地形的高密度覆盖测

量，会遗漏很多危险地区；使用多波束扫测虽然精

度能满足要求，但在成本和时间上代价太高，为

此，本文利用电子海图与陆地地形图，以生成水陆

一体化地形。首先从海事局提供的Ｓ５７电子海图

中提取水深数据，进而得到水深数据离散点集；从

陆地地形图的等高线与高程注记点提取高程点

集。考虑到分析和可视化的目的以及数据的海量

特征，本文提出了一种多源数据集成下的水上下

一体化地形的生成方法。首先对能够表现地形的

数据（包括水深离散点集和高程点集）采用四叉树

进行分块，对每一分块进行不规则三角网的构建，

然后采用随机栅格转换的算法生成此分块区域的

规则格网数据。在实现过程中，对有限个离散点

进行三角划分后，每一个三角形确定一个局部平

面，通过插值计算出各网格点的高程，从而生成格

网块。对每一块处理时，采用扩张边界构网的方

法来处理边界问题。同时，为了不至于在分块内

产生裂缝，在构建三角网时，分块边界采用了顾及

特征的算法［３，８］。最后根据分块的特点按顺序进

行拼接，计算拼接后的坐标范围，并对拼接后的格

网点高程进行内插。生成的一体化水上下地形如

图２所示。

图２　一体化的水上下地形

Ｆｉｇ．２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Ｌａｎｄａｎｄ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Ｔｅｒｒａｉｎ

为了在不显著影响视景效果的前提下提高浏

览场景的实时性，场景实体模型的构建采用划分

场景层次结构的策略，各层次实体构建完后进行

组合集成。对试验港口范围内涉及到的三维模型

数据制作分为三个层次：①航标，包括所有类型、

大小形状不一的航标、浮鼓、船鼓、导标，全部精细

制作，使用精细的建模方式和精致的纹理贴图（见

图３）；②大型码头及其设施（赤湾码头、蛇口客运

港、吊车、推车、灯标、起重机等）、船舶、海图等其

他重要要素（航道、航行线）和沿岸标志性建筑物

（港务大楼）及其附属物（仓库等）保持主要的几何

和纹理特征；③陆地上的一般建筑物及其他地物

粗略制作，只需突出大致轮廓和几何形态，不需要

非常精确的纹理细节。

２．２　海域布标环境的仿真

与二维航标的应用不同，三维航标配布环境

中不仅需要构建基本的三维静态场景，还需要表

现出航标周围复杂的三维空间海域环境，从而需

要进行虚拟动态场景特效的制作。仿真的海域布

标环境见图４。

本文利用粒子系统对云体进行三维建模，并

借鉴了 Ｈａｒｒｉｓ
［９］的光散射模型完成了对三维云体

的实时渲染绘制。模拟雨滴时，将这些雨的动态

变化修正成为容易控制和模拟的。在实现过程

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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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类型的航标灯三维模型

Ｆｉｇ．３　３Ｄ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Ａｉｄｓ

ｔｏ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中，利用数据的三维坐标的变化来模拟雨的移动，

每一个表示雨滴的数据在不同的状态所处的位置

是不同的，从这样的角度可以模拟雨滴的运动。

雪的模拟和雨类似，实现上的区别只在于单个粒

子的相态上，雨是线状而雪是点状。

海浪的仿真选取ＰｉｅｒｓｏｎＭｏｓｃｏｗｉｔｚ海浪谱

的线性叠加方法进行海浪的建模［１０］，渲染通过基

于图形处理器（ＧＰＵ）的三维图形编程实现，可减

轻ＣＰＵ的负载。由于对三角形的渲染在显卡程

序中较容易实现，因而首先构建三角形波面网格，

然后根据文献［１０］的海浪模型公式确定海浪的造

型。为了增加感观的真实程度，在渲染海面时加

载野外采集的真实纹理贴图，并且对每个渲染像

素进行环境反射、倒影和折射等融合计算。同时

采用视点相关的裁剪技术减少计算量，提高实

时性。

图４　晴天（左）与雾天（右）仿真场景

Ｆｉｇ．４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ａｎｄＦｏｇ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ｅｎｅｓ

２．３　航标灯及岸上灯光的仿真

航标按作用可分为视觉航标、音响航标和无

线电航标。视觉航标是人们视觉可直接观察到的

助航标志，常用其标身的形状、颜色和顶标来区分

或表示不同的航标功能，供驾驶员在白天观察使

用，而用灯质即灯光颜色、灯光节奏和灯光周期作

为夜间识别的特征。因此，对航标的仿真除了对

其真实外观进行模拟外（见图３），还需要对其灯

质进行仿真（见图５、图６）。由于不同类型的航标

灯的闪烁颜色、频率等不同，给仿真工作增加了难

度，尤其是对航道侧标灯群需要进行同步闪的控

制。因而本系统对航标灯分类型进行仿真，重点

研究航标灯的颜色变化和闪烁方案（包括灯光节

奏和灯光周期）的实现。目前，对灯的仿真方法有

经典的光线追踪算法［１１］、辐射度算法［１２］，还有采

用光域网文件（ＩＥＳ）决定光源灯光仿真的方法
［１３］

和采用ＯｐｅｎＧＬ光照贴图技术的灯仿真方法
［１４］

等。本文采用 ＯｐｅｎＧＬ纹理贴图和把数据拆分

成帧的格式进行播放的技术生成各种光源，实现

灯光颜色显示和灯光连续变化（静态、渐变、渐暗、

渐亮、闪烁）的控制［１４］。其中，闪烁的持续时间包

括闪烁周期、闪光持续时间、闪光暗时间和闪烁间

隔时间，其值根据《中国海区水上助航标志》国家

标准确定。岸上灯光包括建筑物、路灯等公共设

施，其灯光的仿真主要是利用基于数据帧播放的

方式切换这些模型的夜间纹理贴图实现的，其效

果见图５。

图５　不同浮标灯仿真效果

Ｆｉｇ．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ｌａｓｈ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ｕｏｙｓＬａｍｐ

图６　航道左侧标和右侧标同步闪仿真效果

Ｆｉｇ．６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ｌａｓｈ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ＦｅｆｔｈａｎｄＢｕｏｙｓ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Ｂｕｏｙｓ

２．４　基于犌犐犛的航标配布分析

目前，国内航标配布的方法大多是一些流于

表象的定性描述，而各个港口在配布航标时大多

是凭经验而来的。鉴于此，本文研究了基于ＧＩＳ

的航标配布定量分析，包括航标漂移分析、航道水

深分析、航道复杂度分析和可视化分析，充分运用

ＧＩＳ的空间分析和模型分析等功能来分析、研究

航标的配布设计和配布效果，以此作为在该水域

航标配布的辅助决策支持信息。

１）航标漂移分析。风、浪、流是航标配布需

要考虑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选用风、浪、流作用

于浮标而引起的浮标横摇、倾斜角度之和（总倾

角）作为分析要素指标，提供在风浪流并行情况下

航标的运动轨迹对配布的影响分析。航标偏移量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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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算涉及４个参数：损益系数０．８、回旋半径

（偏移量）犚、锚链长度犔、水深度 犎，根据勾股定

理，航标偏移量犚 是勾，水深为股，锚链为玄，则

偏移量犚为：

犚＝０．８× 犔２－犎槡
２ （１）

　　系统实现将航标在海上的位置（经纬坐标）、

航标周围的环境、航标灯的工作状态按编号显示，

并在三维环境直观地显示其运动轨迹。

２）基于ＧＩＳ的航道水深分析。本系统航道

水深分析采用了一种简单的方法，首先根据当前

航道水下地形的情况制定一定的水深分带标准

（将当前航道的维护水深值作为水深分带标准的

一个分界值），将当前的航道水下地形按照水深分

带标准利用不同的颜色着色显示，由此可以直观

地反映出航道哪些部分的水深不满足航道的维护

水深值，将对应的水下地形以一种特殊的颜色显

示。然后逐个判断航标的维护水位，对于不满足

航标维护要求的，将航标闪烁显示，并列出需要调

整的航标的详细资料。

３）基于ＧＩＳ的航道复杂度分析。航道复杂

度主要包括航道弯曲度和航道分岔。航道弯曲度

分析首先计算得到航道最小弯曲半径和弯曲航道

宽度，在集成航道、水文、船舶资料后，求得特定弯

曲航道的航标配布密度和位置点。航道分岔分析

主要判断和分析航道的交叉状况，包括主航道与

次航道交叉点和转向点的个数以及交叉的转角角

度。本系统利用ＧＩＳ的缓冲分析和叠加分析功

能得出的航道范围可以提取航道弯曲和分岔地点

的地形，在此范围内分析实际水深的情况，然后计

算显示转向角大小、转弯段长和分岔形状。使用

者可根据《沿海航标管理办法》、《海区航标设置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范的操作合理地布设航标，以求

达到最好的助航效果和经济效益。

４）基于ＧＩＳ的可视性分析。航标配布要求

无论在白天还是夜间，船舶能从上一个标志看到

下一个标志，这就要求相邻的两座航标具有良好

的通视性。本文考虑的可视性分析的基本因子主

要有两点之间的通视性以及可视域，即对于给定

的观察点所覆盖的区域。计算两点的通视性采用

射线追踪法。计算可视域采用的是一种完全脱离

视线，不需ＤＥＭ内插计算的方法，它通过视点和

目标点的空间关系所形成的参考面来判断视点与

所有目标点是否可视，简称参考面法。

３　系统应用

根据上述方法和技术，针对广东海事局航标

导航的实际应用需求，开发了三维航标配布系统，

并在广东海事局蛇口港进行了试用。三维场景包

括蛇口港沿岸码头及其设施、标志性建筑、海面、

桥、船舶以及所有航标等，涵盖了大铲岛至西部大

桥范围内的所有海域环境，见图７。

图７　广东海事局蛇口港的覆盖范围

Ｆｉｇ．７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ｈｅｋｏｕＨａｒｂｏｒ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ＭａｒｉｎｅＳａｆｅｔｙＢｕｒｅａｕ

该系统围绕航标配布与管理，在三维环境下

提供一系列完整的功能服务，主要功能包括三维

布标场景显示与控制；海空海域动态特效；三维可

视化查询与管理；三维航标模型选取、添加、删除、

布置等可视化配布功能；三维量算、航标配布方案

比对与分析、海底地形分析、水深分析、船舶进港

模拟等三维航标配布、评估功能（见图８、图９）。

图８为在广东蛇口港附近海域已有的铜鼓航道上

进行航道左右浮标的自动配布，通过对比显示，系

统自动配布的结果真实可靠。

图８　航标自动配布与配布方案比对分析

Ｆｉｇ．８　Ａｕｔｏ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Ａｉｄｓｔｏ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ｔｔｉｎｇＰｌａｎ

图９　通过不同视角下的船舶进港模拟

评估航标配布效果

Ｆｉｇ．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ｉｄｓｔｏ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ｅｔ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ＳｈｉｐＰｕｔｔｉｎｇｉｎｔｏｔｈｅＨａｒｂ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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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目前航标配布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研究了实现虚拟配布与管理的主要方法和技术，

旨在实现在三维环境下航标的动态配布与虚拟评

估，解决当前由于三维航标应用系统未能与ＧＩＳ

有效集成、二维电子海图不能真实描述航标视觉

效应而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基于本文的方法和技

术独立开发的三维航标配布系统实现了 ＧＩＳ与

虚拟仿真技术的有机集成，形成逼真的三维布标

场景，并可实时操纵，同时将 ＧＩＳ真正和航标三

维可视化应用紧密结合，实现了三维环境下航标

的优化配布和管理，对于提升海上交通安全是一

个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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