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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航路二叉树方法绕行碍航区处理不完备、效率低等缺点，提出了最短距离航线自动生成的改进方

法。通过复杂碍航区路径的递归搜索和碍航区绕行规则的优化，实现了复杂情形下的航线自动生成；利用方

向一致性判断、边界检测和动态包络矩形排斥等策略优化航线生成，并采用递归处理和动态判断的方式求解

最短距离航线。此方法与已有的航路二叉树方法相比，在自动生成航线的质量和效率上都有明显提高。

关键词：碍航区；递归搜索；方向一致；边界检测；动态包络矩形；动态判断

中图法分类号：Ｐ２０８

　　航线的自动设计是电子海图应用的重要内

容。近年来，如何设计安全、经济的航线成为众多

学者关注的问题［１３］。最优航线就是在保证舰船

航行安全的前提条件下，使航线达到某种指标上

的最佳［４］。如果仅从航行距离最短来考虑，最优

航线是指求解一条安全的最短距离航线。已有的

最短距离航线构建方法［５，６］中，基于航路二叉树

的最短距离航线自动生成方法应用较多，但也有

其不足。针对航路二叉树方法存在的不足，本文

改进了最短距离航线自动生成方法。

１　航线自动生成方法的改进

１．１　复杂碍航区的递归搜索

定义１　测试点的最近相交碍航区：建立当

前测试点到目的点之间的测试线，与测试线相交

且距离当前测试点最近的碍航区（如图１，当前测

试点犛的最近相交碍航区为犗１）。

定义２　碍航区的左右路径点：对当前测试

点建立测试线，作当前测试点的最近相交碍航区

上各边界点与当前测试点之间的连线，根据绕行

碍航区二分性特点，得到左右两条与测试线夹角

最大的连线。左右两条连线与碍航区的切点称为

碍航区的左右路径点（如图１，碍航区犗１ 的左右

路径点为犃、犅）。

复杂碍航区的递归搜索思想为：当前测试点

构建的左（右）路径穿越碍航区（如犗３）时，虚拟一

个结点（虚拟结点与当前测试点具有相同的坐标

信息）作为当前测试点的左（右）子结点，并将左

（右）子结点作为新的当前测试点，新的当前测试

点的最近相交碍航区为上述路径穿越的碍航区

（如犗３）。重复航路二叉树构建的过程，直到当前

测试点的左（右）路径不再与任何碍航区相交。

在某些情况下，当前测试点与其最近相交碍

航区的左右路径点的连线还可能与碍航区相交更

复杂的情况，比如当前测试点犛与碍航区犗３ 的

左右路径点（犈、犉）之间还可能与碍航区相交等，

这种情形可能还会循环发生。不考虑当前结点选

取对后续结点影响的处理方法，有可能造成最后

所得的最短距离航线并非实际的最短距离航线。

本文采用递归搜索法对这种复杂航路二叉树的情

形进行了处理。以图１为例，具体步骤为：① 如

果当前测试点（如犛）与目的点（如犕）之间可直线

航行，则结束循环；否则，找到当前测试点的最近

相交碍航区（如犗１）。② 从当前测试点构建左

（右）路径，如果准备构建的左（右）路径还与另外

的碍航区相交（如当前测试点犛的左路径犛犃 与

碍航区犗３ 相交），则转③，否则（如当前测试点犛

的右路径犛犅 不与碍航区相交）转④。③ 虚拟一

个结点（如结点犛′）作为当前测试点的左（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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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点（犛′与犛具有相同的坐标信息）。虚拟结点对

应的最近相交碍航区为与当前测试点左（右）路径

相交的碍航区，以虚拟结点作为新的当前测试点。

从当前测试点构建绕行其最近相交碍航区的左右

两条路径，转②。④ 把当前测试点的最近相交碍

航区的左（右）路径点（如碍航区犗１ 的右路径点

犅）作为当前测试点的左（右）子结点，并将此左

（右）子结点再作为新的当前测试点，转①。

按照上面步骤构建复杂碍航区的航路二叉树

时，存在一些冗余路径。本文采用方向一致性判

断法来避免冗余路径。

定义３　碍航区的路径点：碍航区的左右路

径点中的任何一个点称为碍航区的路径点。

定义４　方向一致性判断法：如果测试点１

的左（右）路径与碍航区相交，那么以该相交碍航

区的左（右）路径点为测试点２。如果测试点２的

最近相交碍航区与测试点１对应的最近相交碍航

区相同，则测试点２只与测试点１的最近相交碍

航区的左（右）路径点相连，右（左）路径点忽略。

即同路径相连，异路径不相连。

图１　复杂航路树简图

Ｆｉｇ．１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ＲｏｕｔｅＴｒｅｅ

１．２　路径绕行碍航区的优化

针对绕行不规则碍航区存在路径穿越自身碍

航区的情形，本文采用路径绕行碍航区的优化法

解决这个问题。路径绕行碍航区的优化思想为：

构建当前测试点的左（右）路径时，检测构建的左

（右）路径是否与当前测试点所在的碍航区或者当

前测试点的最近相交碍航区相交。如果相交，则

把交点作为左（右）路径的中间航路点，修改左

（右）路径。重复上述检测过程，直到左（右）路径

不再与上述任一碍航区相交。

１．３　特殊边界点的处理

特殊边界点的处理思想为：在航路二叉树的

构建过程中，对一些不可能的特殊边界点进行动

态检测，并提前结束存在特殊边界点的航路子二

叉树的构建。由于研究区域的限制，可能造成当

前海图只显示了碍航区的部分区域。如图２所

示，碍航区的边犘１犘２ 为图廓的边界线，由于图幅

划分或显示限制的原因，碍航区犗１ 只显示了当

前海图中的部分。航路二叉树构建过程中，如果

不对这些特殊边界点（如图２中的犘１、犘２）进行处

理，则可能使搜索的最短距离航线中包括这些特

殊的边界点，从而出现不正确的结果。为了克服

这个问题，采用边界检测法处理这些特殊边界点。

在绕行碍航区的过程中，对当前测试点的左（右）

路径进行判断，如果其中包含特殊边界点，则在左

（右）路径中增加一个坐标最大值的中间航路点，

然后结束左（右）路径航路子二叉树的构建。

图２　区域边界的处理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ｏｆ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ｒｅａ

１．４　动态包络矩形分析

如果每次测试都对区域中的所有碍航区进行

判断，则需要花费相对较长的时间。为了提高效

率，采用动态包络矩形动态选取相关碍航区集，在

每次测试中只需对相关碍航区集进行判断。获得

动态包络矩形相关碍航区集的方法为：检测研究

区域中的所有碍航区，如果存在碍航区与动态包

络矩形相交或者包含时，则将该碍航区记录于动

态包络矩形的相关碍航区集中。

１．５　最短距离航线的提取

首先，采用递归法计算航路二叉树中每个结

点到目的点的最短距离；其次，利用动态判断法求

解最短距离航线；最后，优化最短距离航线。其

中，在第一步中采用递归法获得最短距离时，隐含

有对航路二叉树所有结点遍历的情形。

定义５　结点的路径点集：结点与其对应碍

航区的路径点之间的中间航路点集和结点的并集

称为该结点的路径点集。

为了进行最短距离航线搜索，令犱（犡，犢）表

示从结点犡到结点犢 之间的距离，犇（犡）表示从

结点犡到目的点犕 的最短距离。

１．５．１　结点最短距离的求解

当前结点犛的左右子结点都不为空时，则最

短距离犇（犛）满足式（１）：

犇（犛）＝ｍｉｎ（犱（犛，犛犔）＋犇（犛犔），

８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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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犛，犛犚）＋犇（犛犚）） （１）

其中，犛为当前结点；犛犔 为当前结点的左子结点；

犛犚 为当前结点的右子结点。

当前结点犛的左子结点为空，但右子结点不

为空时，则犇（犛）满足式（２）；当前结点犛的右子

结点为空，但左子结点不为空时，则犇（犛）满足式

（３）；当前结点犛的左右子结点同时为空时，则犇

（犛）满足式（４）。其中，犕 为目的点。

犇（犛）＝犱（犛，犛犚）＋犇（犛犚） （２）

犇（犛）＝犱（犛，犛犔）＋犇（犛犔） （３）

犇（犛）＝犱（犛，犕） （４）

　　采用递归法求解任意结点到目的点的最短距

离，具体步骤为：① 如果结点（如犛）的左右子结点

都为空，则犇（犛）为犱（犛，犕），结束。② 如果结点

（如犛）的左子结点（如犛犔）为空，则犇（犛）等于犱（犛，

犛犚）＋犇（犛犚）；如果右子结点犛犚 为空，则犇（犛）等于

犱（犛，犛犔）＋犇（犛犔）。其中，犇（犛犚）、犇（犛犔）的求解转

①。③ 如果结点（如犛）的左右子结点都不为空，

则犇（犛）等于ｍｉｎ（犱（犛，犛犔）＋犇（犛犔），犱（犛，犛犚）＋

犇（犛犚）），其中，犇（犛犔）、犇（犛犚）的求解转①。

１．５．２　最短距离航线的动态判断法求解

如果当前结点到其左子结点的距离和左子结

点到目的点之间的最短距离之和小于当前结点到

其右子结点的距离和右子结点到目的点之间的最

短距离之和，则取左子结点的路径点集作为最短

距离路径，否则，取右子结点的路径点集作为最短

距离路径。

当前结点Ｓ的左右子结点都不为空时，若满足

式（５），则记录当前结点犛的路径点集于最短距离

路径数组中，并将犛犔 作为新的当前结点；若满足

式（６），则记录当前结点犛的路径点集于最短距

离路径数组中，并将犛犚 作为新的当前结点；

（犱（犛，犛犔）＋犇（犛犔））＜ （犱（犛，犛犚）＋犇（犛犚））

（５）

（犱（犛，犛犔）＋犇（犛犔））≥ （犱（犛，犛犚）＋犇（犛犚））

（６）

　　当前结点犛的左子结点为空，但右子结点不

为空时，则记录当前结点犛的路径点集于最短距

离路径数组中，并将犛犚 作为新的当前结点。当

前结点犛的右子结点为空，当左子结点不为空

时，则记录当前结点犛的路径点集于最短距离路

径数组中，并将犛犔 作为新的当前结点。

当前结点犛的左右子结点同时为空时，则记

录当前结点犛的路径点集和目的点于最短距离

路径数组中。

最短距离航线的航路点集记录于ｍ＿ＮａｖＬｉｎｅ

Ｎｏｄｅ数组中。以起始点犛为当前结点，根据动态

判断法搜索最短距离航线路径的具体步骤为：

① 如果当前结点（如犛）的左右子结点都为空，则将

当前结点的路径点集和目的点记录于ｍ＿ＮａｖＬｉｎｅ

Ｎｏｄｅ，结束。② 如果当前结点（如犛）的左子结点

犛犔（右子结点犛犚）为空，则将当前结点的路径点集

记录于ｍ＿ＮａｖＬｉｎｅＮｏｄｅ，并将犛犚（犛犔）作为新的

当前结点，转①。③ 如果当前结点（如犛）的左右

子结点都不为空，则将当前结点的路径点集记录

于ｍ＿ＮａｖＬｉｎｅＮｏｄｅ。如果犱（犛，犛犔）＋犇（犛犔）小

于犱（犛，犛犚）＋犇（犛犚），则将犛犔 作为新的当前结

点，转（１）；否则，将犛犚 作为新的当前结点，转①。

至此，ｍ＿ＮａｖＬｉｎｅＮｏｄｅ中记录了最短距离航

线路径点集。

１．５．３　最短距离航线的优化

ｍ＿ＮａｖＬｉｎｅＮｏｄｅ数组中存储最短距离航线

的航路点集，由于对复杂碍航区进行递归搜索，

ｍ＿ＮａｖＬｉｎｅＮｏｄｅ中可能存在坐标相同的点，因

此，必须删除坐标相同的点。如果所得最短距离

航线中的某两个航路点之间还可以直线航行，还

必须删除中间的冗余航路点。

２　实验与分析

本文针对复杂碍航区的情形，分别应用航路

二叉树方法和本文方法在 ＣＰＵ 主频为２．６６

ＧＨｚ、内存为２Ｇ的计算机上进行比对实验，实验

结果如图３和表１所示。图３中显示的折线分别

为采用不同方法获得的最短距离航线。如图３所

示，基于航路二叉树方法所得的最短距离航线里

图３　海区１实验结果

Ｆｉｇ．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ｏｆＡｒｅａＯｎｅ

表１　不同方法性能比对

Ｔａｂ．１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方法 耗时／ｓ 最短航线距离／ｋｍ

航路二叉树方法 ５．９３７ １６２．５５

本文方法 ０．０３１ １４４．２３

９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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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为１６２．５５ｋｍ，转向点数为５，而使用本文方法

所得的最短距离航线里程为１４４．２３ｋｍ，转向点

数为３。

由实验可知，本文方法克服了航路二叉树方

法对复杂碍航区处理不完备的问题，进一步优化

了航线绕行碍航区的策略。

同时，从表１中也可以看出，本文方法相对已

有的航路二叉树方法，在效率上也有明显提高。

３　结　语

本文通过复杂碍航区路径的递归搜索和碍航

区的绕行优化，实现了复杂碍航区的航线自动生

成，利用方向一致性判断、边界检测和动态包络矩

形排斥等策略优化航线生成，利用递归和动态判

断法求解最短距离航线。实验结果证明，此方法

合理可行，能够从复杂碍航区自动选取一条最短

距离航线，在自动生成航线的质量和效率上都有

明显提高。当然，对于航线设计，还应考虑水文气

象等动态因素的影响，这有待于以后的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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