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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PN用户手册 

 

 

 

1. 入门指南 

欢迎使用 OpenCPN 3.2 稳定版。  

这里介绍的是 OpenCPN 3.2 稳定版帮助文档。为全面了解该程序的使用范围及其他细节内容，所有用

户在使用该应用程序前都要通读本文档。如果在主题查找过程中遇到困难，你可以通过浏览器内置搜索功

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查找”功能得到解决。点击 打开帮助（Help）选项卡，进入软件内建帮助

文档。除目录外，内建帮助文档中斜体链接属于内部链接，其他链接需要接入互联网才能访问。  

 

已安装的帮助文档将会在默认浏览器内打开。 

欲下载该帮助文档副本，请点击下载。（需接入互联网） 

从上图可以看到， 同时还列出 OpenCPN 贡献者及 OpenCPN授权使用副本（GNU 通用公共授权第

2 版）。 

关于页面（About）列有重要设置和日志文件在系统中的位置，以便进行复制。 

在第一次使用 OpenCPN 之前，所有用户需要同意以下注意事项：  

“OpenCPN 的开发主要是为了给大家带去一些帮助。我们不做任何保证，包括适销性及适用于特定用

途方面的默认保证。更多信息参考 GNU 通用公共授权第 2 版。OpenCPN 一定要同时和已核准的纸质海图

及传统航海方式共同使用。  

安全、生命和财产的保障不能依赖 OpenCPN。” 

 

OpenCPN 入门包含以下三项操作： 

1. 安装 OpenCPN；  

2. 安装海图以便 OpenCPN 能读取；  

3. （选择性操作）安装 GPS 以便与电脑和 OpenCPN 进行“沟通”。 

完成以上 3 个步骤后，你就可以开始 OpenCPN 的学习工作了。在学习过程中你可以通过阅读基本功能

及高级功能对 OpenCPN 所有功能进行总体把握。如果还存在问题或想和 OpenCPN 其他用户进行交流，请

访问大型 OpenCPN 交流社区：航行者论坛 

专业用户建议阅读开发者手册。   

 

1.1 安装 OpenCPN 

http://opencpn.org/ocpn/ocpn_manual_export/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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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XP SP3/Vista/7/8 

■ 从下载页面下载 Windows 安装包； 

■ 在实际航海中使用稳定版。如果是首次使用 OpenCPN： 

■ 请退出所有其他程序，包括杀毒软件。在某些情况下杀毒软件会导致一些问题。另外，为安全起见

请拔掉网线； 

■ 运行已下载的安装程序。重启杀毒软件，重新接上网线； 

■ 如果是对之前安装的 OpenCPN 版本进行升级，无需卸载旧版本，直接安装新版本，原有配置和参

数设置会被保留下来； 

■ 如果是首次安装，单击工具栏上的 图标，对 GPS 信号源、海图目录等其他内容进行配置。 

■ 如果安装工作进行顺利却无法正常启动 OpenCPN，试着下载和安装这些运行时组件。 

Win CE 不支持  

   支持 Win 98/ME 2.1.0 到 2.3.0 版本， Windows 98 和 Windows ME 不再支持 

Win 2000 支持到 2.5.0 版本   

支持 Win XP SP 2 或 1 到 2.5.0 版本，2.6.1624 试用版不支持 Win XP SP 2 或 1 

OpenCPN 旧版本见 SourceForge。    

 

Linux 

32/64 位 Ubuntu 或 Debian 发行版 

32/64 位 Fedora 或 Cent OS 系统 

如果你是首次在 Ubuntu 发行版或者其他 Linux 发行版上安装 OpenCPN，为确保所有依赖包都符合要

求，请依次按如下步骤操作。Ubuntu 使用“deb”包，Fedora 使用“rpm”包。 

■ 建议安装“xcalib”程序以便夜间可以调暗屏幕。使用自己喜欢的“软件包管理器”（package manager）

或直接在命令行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xcalib”命令。  

■ 在 Ubuntu 上，打开“系统->管理->Synaptic” （System->Administration->Synaptic），在 Synaptic

中找到“设置->库”（Settings->Repositories），勾选“通用版社区维护开源软件”{Community-maintained Open 

Source software (universe)}，关闭 Synaptic 管理器。   

■ 从下载页面下载正确的“.deb”或“.rpm”文件；  

■ 使用稳定版进行实际航海，如果你是首次使用 OpenCPN： 

■ 点击已下载的安装包。很多 Linux 发行版上都有安装管理器进行安装指导。所有依赖包都会被自动

安装。如果依赖包出现问题，建议执行以下命令行：  

■ sudo gdebi <downloaded_opencpn_file.deb>。“gdebi”命令会自动为你安装依赖包。 

■ 此外，如果所有依赖包都符合要求，你还可以通过“dpkg”或“rpm”命令进行安装。这种安装方

式要求你使用的是 Ubuntu。打开终端窗口找到一个命令行——“应用程序 ->附件 ->终端”

（ Applications->Accessories->Terminal ）， 复 制 粘 贴 以 下 命 令 行 “ sudo apt-get install 

libwxgtk2.8-0  libwxbase2.8-0 wx-common  libglu1-mesa libgl1-mesa-glx zlib1g bzip2 gpsd gpsd-clients xcalib 

libportaudio2”。执行以下命令     

For Ubuntu: $ sudo dpkg -i <downloaded_file.deb>  

For Fedora: # sudo yum install --nogpgcheck <downloaded_file.rpm> 

■  这个二进制安装包将被安装到 /usr/bin/opencpn 目录下，而程序所用静态数据则在

/usr/share/opencpn 目录下。 

■  如果是首次安装，单击“选项”（Options） ，对 GPS 信号源、海图目录等进行设置。 

■  如果在进行 GPS 与物理端口连接的时候出现问题，如/dev/ttyS0。检查自己是否属于“dialout”组。

http://www.microsoft.com/en-us/download/details.aspx?id=5582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opencpn/files/openc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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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如下：运行“$groups”命令语句。如果不属于该组，通过执行“$sudo usermod -a -G dialout $USER”

语句加入该组。 

■  如果语音出现问题。检查自己是否属于“audio”组。方法如下：运行“$groups”命令。如果不属

于该组，通过执行“$sudo usermod -a -G audio $USER”语句加入该组。 

■  如果你正在运行 Debian Squeeze 并希望通过“distribution.deb”软件包安装 OpenCPN，你需要安装

类似“$sudo dpkg -i --force-depends opencpn_3.1.1327-1_i386.deb”的软件包以满足 libtinyxml 相关安装依赖

包。  

 

Linux 存储库——简单的安装和更新方法 

在 Ubuntu上进行安装 

访问 launchpad.net，对 OpenCPN 进行了解。 

launchpad 网站就相当于一个存储库。用户可以通过该网站以 Ubuntu 主流方式对 OpenCPN进行下载和

更新。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把存储库添加到 Synaptic：  

10.04 

===== 

-添加以下软件源：  

https://launchpad.net/~opencpn/+archive/opencpn, PPA, universe, lucid-backports 

- 在 Synaptic 中，按要求重新加载软件源，搜索并安装 OpenCPN 

- 无需再手动安装任何东西 

11.04 

===== 

- 添加以下软件源：  

https://launchpad.net/~opencpn/+archive/opencpn, PPA, multiverse, universe, 

natty-backports 

- 在 Synaptic 中,按要求重新加载软件源，搜索并安装 OpenCPN 

- 无需再手动安装任何东西 

 

在 Fedora上进行安装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full repo 对 OpenCPN 进行安装和更新。 

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安装 repo： 

Yum安装 http://je.onfray.fr/repo/fedora/18/x86_64/jeo-release-1.0-1.fc18.noarch.rpm 

不管你使用的是 i386 还是 x86_64，只要是 Fedora 16, Fedora 17 或 Fedora 18，就可以安装以上 rpm（你

可以直接点击上面的网址进行安装） 

默认情况下只启用稳定版 repo。你可以通过任一软件包管理器进行 opencpn-3.2.0 的安装，如 yum，

Gnome package kit 或 KDE package kit。我创建了两个独立程序包：OpenCPN 程序及两个默认插件和

OpenCPN 程序加上所有用于离线安装的 html 文档。 

一旦有任何新的稳定版本进行发行，你会自动收到通知，这样就可以及时进行更新，非常简单！ 

安全性/信任：所有软件包密钥均为：7e53dbe19add462d 

 

其他 32 位/64 位，armhf 架构，Linux 发行版和 BSD操作系统 

■  目前其他发行版要求编译源代码。这样就涉及到各种依赖包的解决，所以需要熟悉 Linux开发； 

■  从  sourceforge.net 或 直 接 从 Git 服 务 器 下 载 源 代 码 。 其 SourceForge 链 接 地 址 为

sourceforge.net/projects/opencpn/。更多 Linux编译问题可访问：编译-Linux。 

https://launchpad.net/~opencpn/+archive/opencpn
https://launchpad.net/~opencpn/+archive/opencpn
https://launchpad.net/~opencpn/+archive/opencpn
http://je.onfray.fr/repo/fedora/18/x86_64/jeo-release-1.0-1.fc18.noarch.rpm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opencpn/files/opencpn/2.3.1/OpenCPN-2.3.1-Source.tar.gz/download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opencpn/
http://opencpn.org/compiling_source_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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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如何维护适用于 Linux的软件包感兴趣吗？访问上述 SourceForge 网址。 

■  包括不同的 BSD 发行版。欢迎访问我们的论坛进行经验交流。  

 

Mac OS X 

■ 在 Mac OS X 上安装 OpenCPN 与安装其他软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之前你已经安装过其旧版本，

注意修改旧版本名称以免被覆盖。 

■ Mac 安装包是一个“.dmg”文件。我们需要打开该 dmg文件（用作虚拟设备），然后将打开的设备

窗口中的应用程序图标拖至应用程序文件夹中。 

■ 阅读本教程了解在 Mac OS X 上安装应用程序的一般说明。 

 

不同版本的 OpenCPN 

■ 在实际航海中建议使用官方稳定版。下载页面或者 SourceForge 网站随时可以找到最新版本。 

■ 测试版只是一个开发进程快照。它存在很多错误或会出现暂时性的不稳定。显示性故障一般可以快

速解决。我们最先通过测试版了解新功能。大多数情况下测试版都比较稳定。OpenCPN 团队向那些使用测

试版并进行体验反馈的用户表示感谢。如果要报告 Bug或者提出建议，请访问追踪者。如果想从 OpenCPN

网站访问追踪者，请点击右上角的“追踪者”（Tracker）页面（蓝条上方）。 

■ 通过“?->关于”（?->about）或者软件窗口上方查看你当前使用的 OpenCPN 是什么版本。日志文件

中有更多信息，如下：  

 

 

重要文件（日志文件和配置文件）地址 

■ 用户需要知道日志文件、配置文件、opencpn.conf (Linux) 或 opencpn.ini (Windows)在电脑上的位置。

你在论坛提问时需要用到这些文档中的内容。一旦对该软件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你一定要仔细阅读这些

文件。  

■ 本用户手册就多次引用配置文件中的内容。通常我们可以通过配置文件修改默认设置。熟悉

OpenCPN 的用户可以使用这一高级功能。配置文档的修改需要使用文本编辑器，比如 Windows 中的记事

本。 

■ 配置文件中储存了所有工作段中需要储存的数据。日志文件记载了当前会话内容。 

■ 要找到所有文件的位置，在工具栏上找到“关于 OpenCPN”（About OpenCPN）按钮（其图标是一

本蓝色书籍加“？”）。下图中突出显示的是“关于”（About）按钮——本图截于 Win XP。查看日志文件的

快捷方式之一就是复制完整文件路径并粘贴到 web 浏览器地址栏中进行搜索。   

http://mac.tutsplus.com/tutorials/tips-shortcuts/how-to-install-and-properly-remove-apps/
http://www.opencpn.org/flys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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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上图两个“复制”（Copy）按钮可以对 opencpn.ini 和“日志文件”（Log files）进行快速复制。

在论坛提问时如果需要这些文件，这项操作就很方便。为确保你能正确地进行复制粘贴操作，在论坛进行

粘贴前别忘了使用“代码”（Code）按钮。    

■ 在 Linux平台上，opencpn.log 在主目录下。opencpn.conf 则存在于主目录下名为 opencpn 的隐藏目

录下。想要快速浏览这些文件，可执行以下命令：  

$gedit `echo $HOME/opencpn.log`  

$gedit `echo $HOME/.opencpn/opencpn.conf` 

当然你也可以用文本编辑器替换 gedit 

■ 在 Windows 7, Windows 2000, XP 和 Vista 上，这两种文件更难找到，所以要用到上面所说的“关

于”（About）对话框。很多 Window 操作系统中，包含日志文件的文件夹也会被隐藏，你需要设置系统的

“文件夹选项”（Folder Options）来显示这些文件夹。  

比如：C:\ProgramData 文件夹在 Win 7 系统中被默认为隐藏。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找到该文件夹。 

1. 找到“控制面板 -> 文件夹选项”（Control Panel -> Folder Options） 

2. 切换到“视图”（View）选项卡  

3. 选择“显示隐藏文件、文件夹和驱动”（Show hidden files, folders and drives） 

4. 取消选择“隐藏已知文件类型扩展名”（Hide extensions for know file types），状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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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在可以看到你的日志文件了 

■ 在 Mac OS X 上，日志文件 opencpn.log 在/Users/"user name"/Library/Logs/目录下，opencpn.ini 在

/Users/"user name"/Library/Preferences/ directory目录下。  

 

出错情况 

■ 如果 OpenCPN 安装过程进展顺利但在后期运行过程遇到问题，重新安装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很多

用户会这样做，但是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 如果 openCPN 无法启动, 或在出现介绍对话框后中止且你的电脑中有内置因特尔显卡，试着通过-> 

"opencpn -no_opengl"命令从命令行启动该程序。 

■ 首先检查日志文件，看能否找到线索； 

■ 接着，如果 OpenCPN 还在运行，关闭 OpenCPN，保存一切有用数据。更多信息请阅读航海数据备

份； 

■ 最后，重命名配置文件。比如把 opencpn.ini 更名为 opencpn_OLD.ini。当你再次打开 OpenCPN 就

相当于重新安装，但是所有海图目录和其他设置都不是默认值； 

■ 如果还是存在问题，特别是日志文件和 navobj.xml 文件有冲突，关闭 OpenCPN，把所有 navobj.xml

文件移到另一个目录下。再次重命名 opencpn.ini 文件，然后打开 OpenCPN。如果成功，再次关闭 OpenCPN，

然后试着把 navobj.xml.1 文件移到原目录下，然后重命名为 navobj.xml。如果不成功，尝试 navobj.xml.2 文

件，以此类推。该步骤只是在你有重要数据没有存储到其他位置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做； 

■ 如果成功，请把你原来的配置文件、navobj.xml 文件及关于这次问题的所有信息和使用的系统一并

发布到我们的论坛上。操作之前请先在文件名末尾加上.doc以对名字进行更改； 

■ 这样可以帮助 OpenCPN 开发人员才能了解情况； 

■ 如果还是存在问题，请向论坛求助。 

 

1.1.1 帮助开发人员找到 Bugs 

如果你的 OpenCPN 出现崩溃状况，请告诉我们，这样就能帮助程序员优化 OpenCPN。 

Linux 

在 Linux系统中有一个绝妙的工具"ddd"（数据显示调试器 Data Display Debugger）。它可以帮助开发人

员查清源代码中的错误、Bug 的位置。"ddd"是 GNU的调试器（debugger），是文本 GDB 的图形前端。 

通过 Synaptic、Ubuntu Software Center 或其他 Linux发行版类似功能安装 ddd。  

在基于 Debian 的 Linux 系统，如 Ubuntu 中执行以下命令行： 

$sudo apt-get install ddd    

■ 其中的“$”标记表示普通用户命令行。在实际执行操作中不需要输入。Linux系统中“$”会被系

统默认先显示出来。 

 

启动 ddd 

找到一个命令行启动 ddd： 

$ddd opencpn  

ddd 开始启动，你会看到如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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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运行”（Run）。如果没有这个小型对话框，点击“程序 -> 运行”（Program -> Run），或按 F2 

这样会启动 OpenCPN，继续运行 OpenCPN 直到系统崩溃。 

然后回到 ddd 窗口。 

系统崩溃后信息显示如下： 

 

注意“程序已接收到信号 SIGSEGV，分段错误（Program received signal SIGSEGV, Segmentation fault）.” 

这是编译器表示崩溃的方式。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不需要知道它们的具体意思。如果感兴趣你可以访问：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gmentation_fault 

程序员需要的是系统崩溃的“回溯跟踪”（backtrace）。以下是导致崩溃的源代码路径：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gmentation_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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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状态 -> 回溯跟踪”（Status -> Backtrace） 

以下是导致这次崩溃的信息： 

 

系统崩溃发生在#0，这个短小的“回溯跟踪”（backtrace）是从#9 开始的。 

你需要做的是对此进行截屏，如上图，然后发送给我们。 

想知道更多“回溯跟踪”（backtrace）信息，扩展“回溯跟踪”（backtrace）对话框。 

该项操作很重要，通过这些信息开发人员就可以从源代码看出问题所在。 

看上面的#3，最后为"....chart1.cpp:2367"，"chart1.cpp"是 OpenCPN 源代码的一部分，2367 这行信息和

这次崩溃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以"......... .so.0"结束的这行负责运行 OpenCPN 外部库。 

有时候，尽管给出的“回溯跟踪”（backtrace）很长，但开发人员总想看到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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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GDB 

命令行调试器 GDB 能解决问题。 

执行 

$gdb opencpn 

GDB 开启，你马上可以看到 GDB 命令命令提示符（gdb） 

键入 r，按下 Enter 键运行，如下： 

(gdb) r  

OpenCPN 开始启动，并再次崩溃。 

控制台显示如下类似信息： 

 

分段错误（Segmentation fault）之前的所有显示行与 OpenCPN无关。 

想要得到回溯跟踪（backtrace），只要简单输入： 

(gdb)bt   

这个 bt 可以得到回溯跟踪（backtrace），按下 Enter 键。 

 

现在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回溯跟踪”（backtrace）。其内容更详细，显示顺序与 ddd 相反。 

复制文本，然后发送给程序员。  

按下 q 退出 gdb。  

 

发送给程序员 

如果你找到了 Bug，利用跟踪系统中的一个条目告诉程序员：http://www.opencpn.org/flyspray，或在论

http://www.opencpn.org/flys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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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上发布：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  

 

 

1.1.2 OpenGL 

 

OpenGL 概述 

OpenGL 是一个开放标准、跨平台的高级图形库。其通过图形处理器（GPU）及内存来加速应用程序

的运行。普通显卡加上 OpenCPN 可以创造更好的用户体验：可以更快速地进行缩放和平移，海图显示也更

加清晰、亮丽。 

OpenCPN 可以使用 OpenGL，也可以使用老式图形引擎。OpenGL 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它的性能在嵌

入式图形芯片电脑，比如老式笔记本电脑和上网本上可能难以发挥。 

微软系统从一开始支持 OpenGL 到后来敌对 OpenGL。目前在 Win7 和 Vista 系统上使用 OpenGL 会遇

到各种问题。不只是 OpenCPN，所有 OpenGL应用程序都会出现问题。 

Mac OS X 完全支持 OpenGL。  

对于 Linux系统来说，情况有些不一样。Linux慢慢地倾向于接受开放标准，所以 Linux 支持 OpenGL。

用户要依赖显卡制造商制造的驱动及其对 OpenGL 的支持。这种现状可能会因 nouveau 项目而改变。该项

目旨在制造一种适用于 nVidias显卡的免费驱动器。 

 

不使用 OpenGL                             使用 OpenGL 

过度缩放可以看出 OpenGL隐藏的秘密。 

 

为什么在 OpenCPN 帮助文档中介绍 OpenGL？ 

主要原因如下： 

■ 性能更优：把电脑中普遍存在且功能强大的显卡利用起来； 

■ 画面效果更好：比如缩放和平移更流畅，对反应速度影响不大等等； 

■ 未来跨平台支持（比如：Android/IOS）； 

■ OpenCPN 的一些功能需要借助 OpenGL实现，比如倾斜矢量海图 “航向向上”（Course Up）上的

水平文本和数字。 

 

OpenGL 是否适用于每个人？ 

OpenCPN 和 OpenGL一起使用时，其性能表现高度依赖于图形硬件和驱动。 

■ 在一些使用英特尔高清图形处理器的系统上，特别是 64位 Windows7 系统，OpenCPN会因显示适

配器驱动出错而出现问题。你可以尝试最新版驱动或者还有另外一个变通方式（只适用于 OpenCPN 3.2.2）：

在 Windows 上，你可以通过“开始”（Start）菜单运行 OpenCPN - no OpenGL。在 Linux系统上，你可以执

行-no_opengl 命令行开关； 

■ 有些图形芯片组（比如 intel 945G）对 OpenGL驱动支持很差，所以我们无法充分使用这些系统的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
http://nouveau.freedesktop.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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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加速潜能； 

■  nVidia 显卡：即便是很老的显卡都会有很好的表现； 

■ 老式笔记本和上网本中的嵌入式图形芯片的性能可能很难提高； 

■ 在 Vista 和 Win 7 上使用 OpenGL会遇到各种问题。微软在 Vista 及其后续版本上使用新的画面构

成模型，该模型阻断了很多 OpenGL应用； 

■ 总结：将 OpenGL 与 OpenCPN 同用，对于一部分 OpenCPN 用户来说有很大帮助，但并不适合所

有 OpenCPN 用户； 

■ 用户如何选择：如果 OpenGL对你有效，你可以使用，但是如果对你无效，老式 DC 图形渲染系统

依然可以用，其性能与 2.5.0 版本相同。 

 

开始使用 OpenGL 

■ 找到适用于你所使用的显卡的最新驱动（操作系统自带的驱动未必最好）。可以在你的显卡制造商

的主页上找。 

■ 打开“工具箱->设置”（ToolBox->Settings）勾选“使用 OpenGL”（Use OpenGL）和“启用流畅平

移/缩放”（Enable Smooth Panning/Zooming）选项框。 

 

其他技巧 

如果你有很多或很少图形存储空间，试着在你的配置文件中加入： 

GPUMemorySize=nnn  

nnn 指显卡内存大小，单位 Mbytes  

默认为 256Mbytes 

 

1.1.3 低功耗系统 

 

这是一个高级项。初学者只要考虑是否存在系统资源不足或者系统缓慢问题。因为 OpenCPN很占内存，

若要提高应用程序的速度，这个高级项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它有一个简单的内存管理系统，可以解决系统资源不足问题。 

它有两种模式，其中只有一种可以随时激活。具体模式需要在 opencpn.conf文件中指定，在 Windows 和

Mac 中叫做 opencpn.ini 文件。  

1. 应用程序内存限值。试着对 OpenCPN 所用内存值进行大致限定。 

...... 

[Settings] 

MEMCacheLimit=xxx 

......  

这里 xxx为预计内存使用值，单位为 Mbytes。下面重写了 NCacheLimit 

2. 海图打开数量限值。这是 Linux下的默认模式。每次可打开的海图数量默认值均 20。通过以下方

式改变限值：  

...... 

[Settings] 

NCacheLimit=yy 

......  

这里的 yy为同时打开海图数量的最大值 

 

如果你没有在配置文件中指定任何内存管理值，则适用以下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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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nux：启动海图打开数量限值模式。每次可打开的海图数量限值为 20. 

B． Windows 和 Mac：启动应用程序内存限值模式。限值等于可用物理内存的 50%，最高不得超过 1 

G （gigabyte）。 

 

加速设置 

如果系统很慢，试着在“选项->显示”（Options->Display）中进行该项设置。  

 

 

1.1.4 便携式 OpenCPN 

 

便携式 OpenCPN 使得该程序可以通过 USB 存储器运行，或与正常安装的程序分开或同时运行。 

与其他各种版本不同，便携式版本标题栏如下： 

 

因此，我们可以同时运行多个版本并且能对不同便携式版本进行区分。 

 

创建 Windows便携式版本 

为便携式 OpenCPN 创建专用目录。以下文件、目录、文件夹必须存在于包含在该目录中：  

1. OpenCPN.exe 

2. opencpn portable.bat（用户可以选择其他名字） 

含有一行“opencpn –p”的MSDOS 批处理文件 

3. msvcr100.dll 

4. msvcp100.dll 

5. Eight wxWidgets d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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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penCPN data directories 

plugins/ 

s57data/ 

share/ 

sounds/ 

tcdata/  

wvsdata/ 

doc/ 

uidata/ 

7. license.txt 

 

要在该目录下运行便携式 OpenCPN，只需执行 opencpn 可移植（opencpn portable）批处理文件。我们

或许可以通过 shortcut 指定的-p 选项为 OpenCPN 创建可点击的快捷方式。具体操作方式我目前还不清楚。

Windows 坚持在 shortcut 命令行使用驱动字符，而这种做法违背便携这一目的。 

如果这些海图也存在于当前目录下，整个安装就是“便携式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硬编码驱动字符

依赖，所有写活动只在当前目录下进行。 

我发现这种做法对于 USB 存储设备很有效。 

 

Linux 版本 

Linux上存在相同的功能 

复制上述 opencpn 可执行二进制文件及数据目录到本地目录 

在该目录下运行： 

$ ./opencpn –p  

这一操作将会在本地目录中创建所有用户数据文件并使用这些文件 

这种方法在并行测试中很有效 

 

1.1.5 使用海洋专用 OS 

 

XINUTOP 说明 

Xinutop-nav 是一款 Linux 便携式海洋操作系统，包括 Xfce 系列轻量级应用程序，并提供必要的少于

400 兆/400M 的海事应用程序，如：   

- Fldigi：通过声卡接收和显示无线电天气信息及航行警告电传（NAVTEX）。 

- OpenCPN：海图仪、潮汐、AIS、grib 文件、GPS 接口和其他航海数据（仪表板）。 

- PolarCOM：虚拟仪器，源自 NMEA数据。   

- XTide：数字加图形式的潮汐显示，覆盖全球。 

- zyGrib：下载和显示 grib 气象文件。 

- MUPLEX：NMEA多路传输器 

- OSD Depth：在任何应用程序上面显示水深（也叫做“on top”）。  

  

Xinutop 在开发过程中特别注意轻量级、简单、高效及可靠性。可以在多个数据支持（HDD, SSD, USB, 

Flash）的各种 i386 兼容机上运行，特别是那些因为无法适应现代操作系统或无法与嵌入式硬件相兼容而被

认为要遭淘汰的老式计算机。Xinutop 可以作为一种可移植操作系统在移动设备上运行，也可以作为主操作

系统在硬盘驱动器上运行（安装方式相同）。启动后内存使用量为 100MB。为了使该系统更加稳固，其必

要系统文件及目录都被锁定，普通操作是无法删除或者修改这些内容的（即便是在 root 模式下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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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utop与 Ubuntu 12.04 packages (Precise) 合在一起，包括 Gauvain Pocentek 的脚本 lrd，并提供：  

- 稳定的架构（squashfs 中的主文件系统，没有写访问权限） 

- 允许将数据或者系统修改信息保存在用户层（User Layer）的持久模式（比如：Linux-Android 系统） 

- 恢复模式，允许还原到原系统的还原模式（只需删除用户层） 

- 本地保存（home-save）功能, 自动在恢复期间对本地数据进行保存和移动 

- 虚拟盘模式, 提高时间访问, 在仿真内存的虚拟硬盘上运行 Xinutop  

- 与 Ubuntu 发行版应用程序完全兼容 

Xinutop 包含在 GPL V3 内，你可以自由使用，发行和修改，一切风险和后果自己承担。 

更多信息及下载请访问网站：http://marinux.tuxfamily.org  

 

 

1.2 安装海图 

 

我们在对海图进行放大的时候，会增加船员遭遇危险的可能性。放大操作会使得比例尺放大到源数据

无法支持的程度。船舶位置在海图上的实时、自动更新会给航海员安全错觉，使得航海员在海图编译源数

据无法支持海图显示的情况下仍然依赖海图。 

Bowditch 2002 Ed p 412. 

 

OpenCPN 本身没有预先安装好的海图，用户需要自己下载海图并进行安装。本文档将向你详细讲述

OpenCPN 支持什么格式的海图文件及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免费的海图资源信息。 

背景海图：OpenCPN 以一张全球地图作为背景。如果某地不存在海图，就会显示该地图。 

 

为了安装海图，OpenCPN 必须指向含有可识别海图格式的海图的目录。OpenCPN 不能指向单张海图。

你需要指定含海图的目录。  

 

海图储存到什么位置？ 

打开“选项->海图->加载海图”（Options->Charts->Loaded Charts）进行海图安装。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下，选项卡顶部“可用海图目录”（Available Chart Directories）显示的是“我的

http://marinux.tuxfamil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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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My Documents），而在 Linux和 Mac 操作系统下，显示的是用户主目录。这些位置可以用来存储海

图。创建“海图”（Chart）目录，有时候还需要一些子目录来保存海图，这样可以避免出现大的错误。 

有经验的用户知道应该把海图储存在哪里。 

将海图视作独立于 OpenCPN 的数据并将其存储在你认为方便使用的非系统盘上。 

下载一些海图（见海图源）到你新创建的目录下，按以下操作步骤激活该目录。  

我们之所以将海图储存到某一目录下主要是为了确保这些海图不被意外篡改或者删除。  

 

安装海图 

单击 打开“选项”（Options）对话框，找到“显示”（Display）选项卡，勾选“显示海图轮廓”（Show 

Chart Outlines），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已载入的海图。 

 

单击“海图”（Charts）选项卡，点击“加载海图”（Loaded 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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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未载入任何海图。你需要添加海图目录来加载海图，海图必须是可识别的海图格式。点击“添

加目录”（Add Directories）打开海图目录。 

 

对话框样式因操作系统不同而不同。该对话框也不是 OpenCPN 的核心部分。 

当你点击上图中的“打开”（Open）按钮，图中黄色海图会被添加到“目录”（Directories）对话框中。

下图截自 Linux 操作系统，但在任何操作系统上操作方式都一样。想要添加更多海图可以通过同样的方法

操作。可以同时添加光栅海图和矢量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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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点击“应用”（Apply）按钮了。OpenCPN 会对你的选择进行处理。现在你就可以使用海图了。

当完成一切设置，点击“完成”（OK），“选项”（Options）对话框关闭。如果你只添加了一个海图目录，直

接点击“完成”（OK）就可以了。  

 

注意：在 OpenCPN 中，你只能添加包含海图的目录（文件夹）而不是单个海图。 

 

对于 BSB4 和 nv-charts，首先安装最新插件，将 OpenCPN 指向海图目录，最后进行全部数据库重建

（Full Database Rebuild）。 

 

想要快速找到一些海图？现在就开始访问海图源 

 

开始使用海图 

你可以通过鼠标选中和拖动海图。光标在 OpenCPN 窗口边缘处变成绿色三角箭头，单击鼠标，将海图

沿箭头方向移动。滚轮可以进行放大和缩小。在任何一处单击鼠标，该处都将成为中心视图，右键会出现

非常有用的功能菜单，菜单具体内容视不同情况定。本手册会对详细信息进行介绍。 

如果你是第一次运行 OpenCPN，你所看到的是一张背景图而不是已安装的海图。简而言之，OpenCPN

所指向的地点不在你所安装海图的覆盖范围内。单击并拖动或通过方向键将视点移至下列“小提示”中你

所安装的任一海图的位置。寻找已安装海图的矩形轮廓。另外一种方法是单击鼠标右键，点击“移至该点”

（Jump to position）。输入一个地点，该地点要在你输入的海图范围内。首次打开 OpenCPN时，视图中心

为南卡罗来纳州的乔治敦。  

单一海图模式是系统默认的显示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每次只能打开一张海图。我们可以看到海图外

的所有信息。选择并点击“海图选择栏”（Chart Selection Bar），可切换到另一张海图。详细内容请阅读状

态栏。另一种显示模式是拼接模式。 

 

从矢量海图开始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OpenCPN上的矢量海图，包括 CM93 v2，阅读以下快速入门指南： 

1. 打开“选项 ->海图->矢量海图”（Options ->Charts-> Vector Charts），对“显示类别”（Display 

Category）进行如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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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工具条上的 按钮或通过快捷键“T”，切换到文本显示。 

这些并非是最好的设置，但这种设置可以看到矢量海图上很多有用内容。 

一旦你开始习惯 OpenCPN，在通过矢量海图进行正式航行之前，请确保你已阅读矢量海图页面“选项

->海图->矢量海图”（Options-> Charts -> Vector Charts）页面中的所有设置项并完全了解这些内容。  

  

加载矢量海图  

第一次使用矢量海图，OpenCPN 需要对一些数据进行处理并将这些信息转换成内部显示格式。这项操

作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具体处理速度依计算机性能定。该内部 SENC 海图将被储存起来以备后期使用。最

终创建的文件较大但格式已经得到优化，所以加载速度很快。为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能较快显示，OpenCPN

对创建时间和文件大小进行了一些处理。SENC 文件储存在 SENC 目录中，与 Windows 系统中 opencpn.conf 

文件 - opencpn.ini 的位置相同。  

为避免一次加载多张同时期创建的 SENC 海图，请采用单一海图模式。如果某一地点有多张海图，这

一项功能就非常重要。更多关于单一海图模式和拼接海图模式的信息请看拼接海图。 

你一定不愿意为所有已加载的 S57 电子海图创建 SENC，除非你计划去某个地方…… 

SENC 文档高级创建方式请参考问题解决。  

 

矢量海图更新  

发行商会定期对矢量海图进行更新，如 NOAA和 EAHC。OpenCPN 会自动更新已安装的 SENC。原海

图，也就是基础海图名为"name".000，第一次更新后名为"name".001，以此类推。用户唯一需要确保的就是

把更新文件和原海图存储在同一个目录下。如果是新版海图就会有一个新的"name".000 文件。你只需要用

新文件替换旧文件，OpenCPN会更新 SENC 文件。别忘了把更新文档移至原海图所在目录下。 

 

CM93海图 

CM93-version2 海图与 S57 矢量海图不同。该海图有自己的数据结构，这些数据结构由一系列的文件夹

和文件组成。想要把这类海图加载到 OpenCPN 中，只需要将顶层目录添加到“现用海图目录”（Active Chart 

Directories）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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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93 顶层目录是一个.EXD 文件，如 20110803.EXD。文件格式为 YYYYMMDD.EXD。这是 CM93 -v2

发行版的发布，或编辑时间。 

CM93 的部分数据集（覆盖一个或多个可用地区）受 OpenCPN 支持。OpenCPN 还支持多个 CM93 数

据集及多个部分 CM93 数据集。   

CM93 顶层目录包含 144 个子目录（命名从"00300000" 到 "04501020"）及 6 个其他文件。每一个子目

录包含一个 40° x 40°的地理区域。前四位数表示的是纬度，后四位表示的是本目录所含区域西南角经度。

CM93 世界坐标系是从南极开始的或者确切地说是从纬度-90°经度 0°开始的。每个经度和纬度以 3 为因子

往北方和东方扩展。因此，00300000 图块在西南角的位置为-90°+ 0030:3 = -80°或者说 80°S，经度为 0°E，

覆盖面积为 80°S 到 40°S，0°经度到 40°E。再看 04501020，纬度为-90° + 0450:3 = 60°，经度为 1020:3 = 340°

减去 360°等于-20°或者说 20°W。因此也就得到了 60°N 和 20°W的西南角。再举一个例子，图块 03900840

的西南角位置为 40°N 和 80°W。 

每一个子目录下面依次有单个海图的目录。从最小比例尺到最大比例尺排序为 ZABCDEFG。Z 包含海

图概况，G包含港口概况。注意：总体来说，不是每一个子目录里都包含所有这些内容。 

Z 覆盖 40° x 40° deg 区域， OpenCPN 主要用 1:3.000.000 比例尺 

A 覆盖 20° x 20° deg 区域， OpenCPN 主要用 1:1.000.000 比例尺 

B 覆盖 10° x 10° deg 区域， OpenCPN 主要用 1:200.000 比例尺 

一直递减 

.. 

G覆盖 20' x 20' ，OpenCPN 主要用 1:3500 比例尺. 

这些目录中的单个海图图块是以上述方式进行命名的。  

  

小提示 

■ 如果你在“显示”（Display）页面下选择“显示海图轮廓”（Show Chart Outlines）复选框，已加载

的光栅海图的轮廓会被勾勒为红色，矢量海图为绿色，而 CM93 海图为紫色。CM93 中比例尺最小的海图，

Z 比例尺和 A 比例尺海图不会出现轮廓。因为计算机处理速度和清晰度的原因，不是所有海图都会在同一

时间显示轮廓。一般来说，比例尺较大的一个或两个海图的轮廓可以显示。当我们可以通过 A比例尺海图

制定大比例尺计划而没有中间比例尺海图时，较大比例尺海图的轮廓在缩放因子为 1.5 到 2.0 之间时可以显

示，但是只有在单一海图模式和“海图轮廓”（Charts Outline）打开时才可以。在那些只存在 A 或 Z 比例

尺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危险项的遗漏。警告，在实际航行中不要仅使用 CM93 小比例尺海图而不参考其

他资源。 

■ 注意 OpenCPN 会出现海图过渡缩放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屏幕上会显示警告提示。我们不能无视

这个警告。为航行安全考虑，缩放因子不能超过 2。单一海图模式中实际缩放因子会在海图右下角显示。 

■ 把所有海图放在一个目录下安全有效， CM93 数据库除外。在“选项->海图->已加载海图”

（Options->Charts->Loaded Charts）中进行目录设置。CM93 数据库包含自身文件和目录结构。需如上所述

载入该数据库的顶层目录。  

如果你下载大量海图并进行更新等操作，你可以通过“选项 ->海图 -> 已加载海图”

（Options->Charts->Loaded Charts）对话框对海图文件夹进行快速分组，然后分开进行说明。详情见海图组。 

■“浏览海图和更新数据库”（Scan Charts and Update Database） 如果你对海图目录内容作了更改，

比如从 NOAA下载了新海图等，请使用 Scan Charts and Update Database 选项。你无需检查目录是否已经添

加或者移去，因为使用该选项系统会自动对整个数据库进行扫描和更新。 

■ “重建全部数据库”（Force Full Database Rebuild）主要供用户对现有海图进行转换或修改。当地

理定位、海图轮廓或其他 kap 文件标题段属性设置改变后使用该项。 

■ OpenCPN 支持墨卡托投影海图、横轴墨卡托投影海图、UTM 投影海图和多圆锥投影海图（美国

和加拿大部分地区使用）。采用其他投影方式的海图无法显示。海图无法显示的原因见 opencpn.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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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投影方式可能是指高纬度极地地区使用的兰勃特等角圆锥投影；老式大比例尺英国海图使用的诺

蒙尼日投影，如比例尺大于 1:50,000 的港口图。新版此类海图均采用横轴墨卡托投影。过去大圆航海会使

用诺蒙尼日投影海图。OpenCPN 不需要这些海图，因为软件本身可以解决大圆问题。 

■ OpenCPN 不适用于约 N/S 70°的极地海航。 

 

Linux/Unix 用户注意事项 

这些操作系统在处理名称中含空格和非 ASCII 字符的海图时会出现问题，最典型的就是瑞典海图名。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使用 detox应用程序。该程序会更改文件名称，空格会变成"_"，"("和")"变成"-"，"å","ä"

和"ö"变成"a","a"和"o"等等。 

想要查看 detox的操作建议，试试如下空运行： 

detox -n File_with_swedish_charts > outfile 

 

1.3 安装 GPS 

 

以下是对 GPS 安装和运行操作的简单描述，详细内容见设置选项 

 

Windows 98/ME/2000/XP/Vista/7 

我们以广泛使用的便宜 GPS 接收器 BU-353 为例。 

为了在 OpenCPN 上使用 GPS，我们需要一个 GPS 接收器。 

可用 GPS 接收器种类很多： 

■ 有些电脑，比如 Sony Vaio P，本身就有内置 GPS 接收器 

■ NMEA扩张器（NMEA Expander）用于扩大 NMEA数据流至多个监听器 

■ 手持式 GPS 接收器 

■ 专业 GPS 接收器 

 

以下内容介绍的是 OpenCPN 与专业 GPS 接收器共用情况。专业接收器的指令与任何连接 NMEA数据

流的串行/USB 的指令类似。 

 

专业 GPS接收器 

目前有几家公司专业从事 GPS接收器生产。辅助硬件中 GPS设备部分列出了几家制造商。 

NMEA曾经是按照串行协议实施的，因此即便通过 USB 连接，也需要进行 USB 与“串行端口”（Serial 

Port）之间的转换，每个 GPS接收器的专用驱动会处理这种转换。 

 

配置 BU-353 

没有必要用安装盘进行 BU-353 的安装。按如下方式进行操作就可以安装最新驱动。 

1. 从 http://www.usglobalsat.com/s-24-support-drivers.aspx#A 下载最新驱动 

2. 解压压缩文件，安装驱动 

3. 插入 BU-353 

4. “开始->（右键）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Start -> (右击) My Computer -> Properties 

-> Hardware ->Device Manager} 或“开始->运行 devmgmt.msc”（Start->Run devmgmt.msc） 

5.  扩展端口  

6.  找到 “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记下 COM 端口号（如，COM4） 

http://www.usglobalsat.com/s-24-support-drivers.asp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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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右键“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选择驱动 

8.  进行如下选择，bits per second： 4800, data bits： 8, parity： None, stop bit： 1, 和 Flow Control：

None     

 

9.  启动 OpenCPN 

10. 点击“选项”（Optons）图标  

11. 选择“连接”（ Connections），“添加连接”（Add Connection）和“串口”（Serial） 

12. 在“数据端口”（Data Port）下选择#6 COM 端口 

13. 点击“完成”（OK） 

14. 选择“自动跟踪”（Auto Follow）将 GPS 地点定位为地图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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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排解 

BU-353 上有一个小型 LED。如果 LED 灯不亮则说明电源未接通。请检查连接情况。 

如果 LED 一直亮着则说明 BU-353 在搜索 GPS 信号。试着把 GPS 移到空旷的地方。如果 LED 灯在闪

烁则说明 BU-353 已经完成定位或者正在传输数据。  

1. 欲在 OpenCPN 中查看 NMEA 数据流，选择  “选项 ->连接 ->显示 NMEA 调试窗口”

（Options->Connections->Show NMEA Debug Window） 

2. 或者，安装 CD 中有一个叫做 GPSInfo.exe 的诊断程序。启动这个程序安装诊断工具 

如果 NMEA 数据流正在被接收，最可能的问题就是 OpenCPN 没有以你所在位置为中心，点击“自动

跟踪”（AutoFollow）将 GPS所在位置定为地图的中心位置。  

  

已知问题 

如果改变 GPS 接收器 USB 端口，Prolific 会重新分配 COM端口号。你需要重复上述 4~12 操作。 

在某些电脑和GPS组合接收器上，当电脑从待机状态恢复到工作状态时，GPS接收器将不再传输NMEA

数据流。“NMEA数据流窗口”（NMEA Data Stream Window）中只能看到垃圾信息，而非 ASCII 字符。红

色 LED 指示灯将无法正常工作。 

想要返回到 NMEA模式，下载 SIRFDemo.exe，解压并安装。按上述指导设置正确的波特率及 COM 端

口。点击按钮与数据源连接，Action -> Switch to NMEA protocol，退出。SIRFDemo.exe 上还有很多其他设

置。  

本问题还存在其他替代性解决方案，通过 COM 端口分配器，如 XPort 可以实现： 

http://curioustech.home.insightbb.com/xport.html 

1. 下载 XPort 

2. 解压到你所选的文件夹 

3. 双击 XPort.exe 

4. 将波特率设置为 4800 

5. 在 Under Enable Ports 中为 COM10 添加一个条目 

6. 点击“找到 GPS”（Find GPS）。找回的端口应当与配置 BU-353 中第 6 步指定的端口一致 

7. 在复选框中选择 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 

8. 返回 OpenCPN 

9. 点击工具箱图标  

10. 选择 GPS 

将 NMEA数据源下 COM 端口设为 COM10 

 

Linux 

“用户”（User）必须属于 dialout 组 

在命令行中写下“组”（groups）以查看状态。命令窗口中会列出 User 所属的所有组，查看是否存在

dialout 组。如果不存在，你必须将“用户”（User）添加到该组。有很多方式可以实现添加，运行 sudo usermod 

-a -G dialout $USER 命令就是其中一种。  

这种方式适用于很多 Debian 发行版。对于其他系统只需要执行 sudo 命令，以 root 身份执行 su 命令。 

所有 Linux主流发行版都含有一个图形用户设置对话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话框将“用户”（User）

添加到某一组。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解决：直接连接和通过 GPSD 

http://curioustech.home.insightbb.com/x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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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 GPSD开始介绍 

■ 安装 GPSD 和 GPSD-clients软件包：$ sudo apt-get install gpsd gpsd-clients 

■ 打开“选项->连接->添加连接”（Options-> Connections-> Add Conection），选择“网络”（Network）

及 GPSD 单选按钮， “地址”（ Address）设为“本地主机”（localhost），“数据端口”（DataPorts）设置为

2947。  

■ 在 Ubuntu 10.04 及更高系统上，这样就可以了，当你插入 GPS，GPSD 就会启动。 

■ xgps 源于 gpsd-clients 软件包的一个 client，可用于测定 gps 和 gpsd 能否正常工作。如果 xgps 不能

工作，则说明是 gps 或者 gpsd的问题而非 OpenCPN 的问题。  

 

直接连接 

■ 确保GPSD没有运行，连接GPS后，运行OpenCPN。Ubuntu 12.04上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卸载GPSD； 

■ 打开“选项->连接->添加连接”（Options-> Connections-> Add Conection），将 Serial".Set 数据端口设

为你插入 GPS 的端口，如果你插入的是 BU 353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dev/ttyUSB0；  

■ 除非你知道该 GPS 应设为其他值，否则选择 4800 baud； 

■ 现在 GPS 可以运行了。如果无法运行，请查看 NMEA数据流窗口。如果只能看到二进制垃圾文件，

GPS 需要被重设为 NMEA模式。更多内容参考上述 Windows 操作系统部分。另一种方法是使用 GPSD，在

SIFR 模式下，GPSD 会和 GPS共同作用。 

■ 为了在 Linux上使用 BU 353 及其他 GPS，你需要确保 GPSD 正在运行，且 GPSD-clients已安装。

在 Ubuntu 12.04 上需要临时安装 GPSD。确保通过 sudo killall gpsd 命令杀掉所有 GPSD 实例。 

■ $gpsctl -n 命令可以让 GPS进入 NMEA模式 

■ 如果上述命令起不了作用，试一试$ gpsctl -f -n /dev/ttyUSB0。这一命令会迫使绕过 GPSD进行低级

访问。更多信息请执行$man gpsctl 命令。 

■ 执行 man gpsctl 命令同样也能查到更多信息，运行 gpsctl 命令前请先关闭 OpenCPN。 

在使用GPSD时这些问题均不会引起注意，因为该程序既可以读取NMEA二进制语句又可以读取 SIRF

二进制语句。 

 

更多 Linux 系统相关提示 

■ 如果无法连接物理端口——opencpn.log 文件中会有说明，比如/dev/ttyUSBO。检查你是否属于

dialout 组。运行 Group 命令查看你属于哪个组。不是所有的 Linux发行版会默认“用户”（User）到该组。

执行 sudo usermod -a -G dialout $USER 将自己添加到该组。 

■ 检查 GPSD 是否在运行： 

$ ps aux | grep gpsd 

nobody   12338  0.3  0.1   4124  1448 ?        S<s  18:31   0:00 gpsd -F /var/run/gpsd.sock 

you    12356  0.0  0.0   3036   800 pts/3    S+   18:32   0:00 grep --color=tty -d skip gpsd 

这一响应或者其他类似响应表明 GPSD 正在运行。如果只有类似第二行的语句出现，则说明 GPSD 没

有运行。 

■ 执行$ls -lrtd /dev/*|tail -10命令，查看最近创建的 10 个设备文件。插入 GPS 设备后运行此命令以查

看创建了什么设备。 

■ 通过查看开始来了解 Linux 系统上的 GPS 是什么设备。通过执行 dmesg 命令查找说明 GPS 和

/dev/ttyUSB#信息的语句。 

■ 更好地做法是在连接好 GPS 接收机，如 BU-353 后，通过执行 dmesg命令来查找。 

$ dmesg | grep tty 

and get this response back. 

[13616.095305] usb 2-3: pl2303 converter now attached to ttyUS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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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操作系统没有做这些，你可以通过添加脚本来启动 GPSD。我个人将其存为 startgps 并对

可执行属性进行了设置。对第三行内容进行修改以便与你的设备进行匹配，如 /dev/ttyUSB0 

#!/bin/sh 

 sudo killall gpsd 

 sudo gpsd -n -D 2 /dev/ttyUSB0 

运行以下脚本： 

$ ./startgps 

如果是新安装，点击“工具箱”（ToolBox）图标 ，配置 GPS 源，海图目录及其他设置。 

 

其他发行版  

通过源文件安装 GPSD。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catb.org/gpsd/ 

  

Udev规则  

■ 如果你在连接到不同端口时遇到问题，比如 GPS，重启 udev可以帮到你。 

■ Udev 支持持久设备命名，该操作与设备插入系统的顺序等无关。udev 默认设置为存储设备提供永

久名称。  

■ 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关于 udev的信息。关于 OpenCPN 方面的信息，请阅读 Udev in 2.5 

 

蓝牙 GPS 

如遇蓝牙 GPS 安装问题，欢迎发表到我们的论坛，以下列出少数用户的经验。 

 

Ubuntu 10.10 及更旧的版本 

如果你有蓝牙 GPS，你需要通过标准 Ubuntu Bluetooth 中的“装配新设备”（set up new device）操作对

其进行配置。一旦完成该操作，你需要找到 GPS 地址，通过执行以下命令进行查找：  

"sudo hcitool scan" 

一旦完成该命令执行，系统会开始查找蓝牙 GPS，你会看到类似如下信息： 

Scanning ... 

    00:1C:88:10:D3:4D    iBT-GPS 

本例中的 IBT-GPS 设备地址为：00:1C:88:10:D3:4D（你的 GPS 地址可能不同） 

接下来我们需要将 GPS 地址与 OpenCPN 能读懂的虚拟设备进行绑定，本例中为 rfcomm0。我们通过

以下命令进行操作： 

sudo rfcomm bind /dev/rfcomm0 00:1C:88:10:D3:4D         注意本行中需要输入你的 GPS 地址 

你不需要在 Linux每次重启后都运行此命令，因为系“装配新设备”（set up new device）统会记住你的

地址。  

最后，找到 OpenCPN “工具箱”（Toolbox）选择 GPS。从“NMEA数据源选项”（NMEA Data Source 

options）下拉菜单中选择/dev/rfcomm0，如果下拉菜单中没有，可以在文本框中输入。  

现在你的蓝牙 GPS 就连接好了。 

Ubuntu 12.04 

- 将 GPS 与蓝牙图标配对 

- 断开与蓝牙图标的连接 

- 得到设备 ID：sudo hcitool scan 

- 找到 GPS 渠道：sdptool records 00:02:78:0A:4E:E9（输入你的数值） 

- sudo gedit /etc/bluetooth/rfcomm.conf #edit rfcomm input file。文本为： 

http://catb.org/gpsd/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opencpn-version-2-5-release-64994-4.html#post74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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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FCOMM configuration file. 

 # 

 # $Id: rfcomm.conf,v 1.1 2002/10/07 05:58:18 maxk Exp $ 

 # 

 

 rfcomm0 { 

         # Automatically bind the device at startup 

         bind yes; 

 

         # Bluetooth address of the device 

         device xx:xx:xx:xx:xx:xx; 

 

         # RFCOMM channel for the connection 

         channel 1;#use channel number as provided by sdptool records XX:XX:XX:XX:XX:XX 

 

         # Description of the connection 

         comment "Your GPS Device Here"; 

 } 

- sudo rfcomm release 0（不是必要的） 

- sudo rfcomm connect 0 （只需要操作一次。如果在此时进行重启就不做要求） 

...connected /dev/rfcomm0 to 00:00:00:00:00:00（类似的） 

 ...Press CTRL-C for hangup 

在单独的终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连接测试：rfcomm show /dev/rfcomm0 

 ...rfcomm0: 00:08:1B:14:18:B6 channel 1 connected [tty-attached] 

现在你的蓝牙 GPS 可以在 OpenCPN 下运行了。执行 sudo opencpn 检查其运行情况(/dev/rfcomm0 under 

GPS NMEA data source) 

如果能有效运行，试着去掉 sudo 执行 opencpn，你可能看不到 GPS。如果真是这样，通过以下命令进

行修复： 

 sudo usermod -a -G dialout $USER 

  

Fedora 

运行 hcitool scan 获取蓝牙 GPS设备 ID 

创建 rfcomm.config 文件，并将该文件置于/etc/bluetooth 目录下 

该文件已经存在于 Ubuntu 系统中，但需要进行编辑以确保持久连接 

 

# RFCOMM configuration file. 

# 

# $Id: rfcomm.conf,v 1.1 2002/10/07 05:58:18 maxk Exp $ 

# 

rfcomm0 { 

# Automatically bind the device at startup 

bind yes; 

# Bluetooth address of the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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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XX:XX:XX:XX:XX:XX; 

# RFCOMM channel for the connection 

channel 1; 

# Description of the connection 

comment "Your GPS Device Here"; 

} 

将 XX:XX:XX....更改为你的设备 ID。 

打开 OpenCPN 将 GPS NMEA device 写为/dev/rfcomm0。注意你可以直接在滚动文本框内写入。 

如果你属于 dialout 组，你就有权访问/dev/rfcomm0。确保你属于该组。 

通过命令符 group 可以找到你属于哪些组 

确保 GPSD 未运行，以 root 用户运行‘killall gpsd’。  

 

Mac OSX 

通过一个 USB 端口将 GPS 设备与 Mac 系统连接，不管是设备自带的 USB 引线，串口-USB 适配器引

线还是带 USB 接口的 NMEA 合路器都需要安装适当的 OS X 驱动。几乎所有硬件使用的都是 FTDI 或 

Prolific 生产的芯片。两家公司的网站上都有 OS X 驱动。一般情况下 USB 生产商会同时供应驱动和设备。 

一旦驱动安装好，设备也连接好，打开 OpenCPN，选择“工具箱”（Tollbox），点击 GPS 选项卡。打

开“NMEA数据源”（NMEA Data Source）按钮，从列表中选择设备。通过设备名称就可以明显看出哪些

设备是我们要选择的。一般情况下这些设备名称以"/dev/cu."或"/dev/tty."开头。有些生产商的设备的名称很

具有说明性，如："/dev/cu.MiniPlex-99000125"，而有些生产商对设备的命名就一般化，如："/dev/cu.usbserial"。

将“NMEA 波特率”（NMEA Baud Rate)设为 4800，然后点击 OK。如果你的选择是正确的，GPS 状态图标

会从红色变成绿色。 

 

1.3.1 GPS 状态 

如果 GPS 未完成定位，本船图标 默认显示色为灰色，完成定位则显示为 。 

如果屏幕上方未被浮动工具条覆盖，屏幕顶部从左到右都会显示 GPS 状态图标。反之，GPS 状态图标

会显示在左下方。   

GPS 状态图标解释如下： 

 没有 GPS 数据，或位置不可用 

 GPS 位置可用，利于航海 

 激活/有效 GPS 数据 + GPS 报告 1 - 4 个卫星，如果可以从 GPS 接收器获得； 

 激活/有效 GPS 数据 + GPS 报告 5 - 9 个卫星，如果可以从 GPS 接收器获得； 

 激活/有效 GPS 数据 + GPS 报告 10 个以上卫星，如果可以从 GPS 接收器获得； 

在现实生活中，不同 GPS 接收器表现不一样，特别是在启动和发现卫星的时候。GPS 状态，包括可用

卫星，均可视作仪表板上的一个工具。  

 

1.3.2 NMEA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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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PN 可读取的 NMEA语句： 

1. HDM - 磁艏向 

2. HDG - 磁艏向，偏移和变化 

3. HDT –艏向真值，由地极确定 

4. RMB - 建议最少航海信息 

a) 状态，V=航海接收机警告（Navigation receiver warning） 

b) 航迹偏差（Cross Track Error），单位为海里 

c) 航行方向，左或右（Direction to Steer, Left or Right） 

d) 至航路点 ID（TO Waypoint ID） 

e) 从航路点 ID（FROM Waypoint ID） 

f) 目的地航路点纬度（Destination Waypoint Latitude） 

g) 北或南（N or S） 

h) 目的地航路点经度（Destination Waypoint Longitude） 

i) 东或西（E or W） 

j) 到目的地的航程，单位为海里（Range to destination in nautical miles） 

k) 到目的地的真北航向，单位为度（Bearing to destination in degrees True） 

l) 目的地闭合速度，单位节（Destination closing velocity in knots） 

m) 到达状态，A= 已输入的到达圆 （Arrival Circle Entered） 

n) * 

5. RMC - 建议最少航海信息（Recommended Minimum Navigation Information） 

a) 世界调整时间 {Time (UTC) } 

b) 状态, V = 航海接收器警告（Navigation receiver warning ） 

c) 纬度（Latitude）  

d) 北或南（N or S ） 

e) 经度（Longitude）  

f) 东或西（E or W）  

g) 对地航速，节  

h) 航向保持正确，真度数（Track Made Good, degrees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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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日期，格式 ddmmyy  

j) 磁差，度  

k) 东或西  

l) *  

6. WPL – 航路点位置 

a) 纬度 

b) 北或南  

c) 经度 

d) 东或西  

e) 航路点名称 

7. RTE – 航线 

a) 已传输的信息总量（Total number of messages being transmitted） 

b) 信息编号（Message Number） 

c) 信息模式（Message Mode） 

i. c = 完整航线，所有航路点（complete route, all waypoints） 

ii. w = 短程航线，刚经过的航路点，马上要到达的航路点及其他所有信息（working route, 

the waypoint you just left, the waypoint you're heading to, then all the rest） 

d) 航路点 ID（Waypoint ID） 

e) 更多航路点（More Waypoints） 

8. GGA – 全球定位系统关键数据（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Fix Data） 

a) 协调世界时（UTC） 

b) 纬度 

c) 经度 

d) GPS 质量指标（GPS Quality Indicator） 

e) 可见卫星数量，00 – 12（Number of satellites in view, 00 – 12） 

f) 水平精度因子（Horizontal Dilution of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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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天线高度为平均海平面以上/以下（大地水准面）——Antenna altitude above/below 

mean-sea-level (geoid)  

h) 天线高度单位，米（Units of antenna altitude, meters） 

i) 大地水准面差距，WGS-84 椭圆体与大地水准面之间的垂直差异（Geoidal separation, the 

ver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GS-84 elipsoid and the geoid） 

j) 大地水准面差距单位，米（Units of geoidal separation, meters） 

k) 差分 GPS 数据段，从上个 104秒开始，单位为秒。 

l) 差分基准站 ID，0000-1023（Differential reference station ID, 0000-1023） 

m) 校验总和（Checksum） 

9. GLL - 地理位置、经纬度 

a) 纬度（Latitude） 

b) 北或南 (North or South) 

c) 经度（Longitude） 

d) 东或西 (East or West) 

e) 时间 (UTC) 

f) 状态 A – 有效数据, V – 无效数据 

g) * 

10. GSV – 可见卫星 

a) 完整数据/2 个句子中的 1 的句子数量 

b) 显示卫星数量（Number of satellites in view） 

c) 卫星 PRN 码（Satellite PRN number） 

d) 仰角，度（Elevation, degrees） 

e) 方位角，度（Azimuth, degrees） 

f) SNR -越高越好/每个句子最高有 4 个卫星 

g) 校验总和（Checksum） 

 

11. VTG - 航迹和对地航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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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航迹度数（Track Degrees） 

b) 真北 = True 

c) 航迹度数（Track Degrees） 

d) 磁北= Magnetic 

e) 速度节（Speed Knots） 

f) 节（N = Knots） 

g) 速度千米每小时（Speed Kilometers Per Hour） 

h) 千米每小时（K = Kilometres Per Hour） 

i) * 

 

1. VDM – 其他船舶发送的 AIS位置数据 

a) 时间(UTC) 

b) MMSI 编号（MMSI Number） 

c) 纬度（Latitude） 

d) 经度（Longitude） 

e) 速度节（Speed Knots） 

f) 艏向（Heading） 

g) 对地航向（Course over Ground） 

h) 转速（Rate of turn） 

i) 航海状态（Navigation status） 

 

2. VDO – 本船发送的 AIS 位置数据 

a) 纬度（Latitude） 

b) 经度（Longitude） 

c) 对地航速（Speed over ground） 

d) 对地航向（Course over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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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MSI，航海状态，船舶类型，通信呼号，目的地，AIS 目标列表中的 sizes——MMSI, navigational 

status, shiptype, callsign, destination, sizes (in AIS target list) 

NMEA version 2.3 为很多句子添加了状态指示来表示接收器的定位种类，可能出现以下值： 

A=autonomous 

D=differential  

E=Estimated  

N=not valid 

S=Simulator 

有时候甚至可能有 Null 值。  

唯有 A和 D 是可以表示有效可靠语句。 

RMC, RMB, VTG,和 GLL语句末尾有这些模式记号。 

也可以选择在 BWC 和 XTE 后面添加这些记号。 

 

2. 基本功能 

 

OpenCPN 使用一些基本设置和限制  

■ 航线永远是由地极确定的而非磁极； 

■ 距离通过海里表示（非常短的距离用米表示，在 1 链到 183 米之间）； 

■ 所有距离和航线的测定均采用麦卡托航行法，航线创建使用大圆航行法； 

■ 节用来表示速度， GRIB 文件显示可以选择 m/s； 

■ OpenCPN 3.2.2 只能启动一个实例（Windows），如果需要多个实例，请选择可移植选项； 

这些基本设置不可以改变。  

■ 不要在 OpenCPN 运行时编辑 opencpn.ini (opencpn.conf)文件。 

 

2.1 工具栏按钮 

工具栏是浮动的，可以水平或垂直地放在屏幕任何地方。 

注意工具条最右边有些像抓具的符号，通过这个符号可以将工具栏拖到任何地方。默认情况下会水平

浮动在左上角。 

工具栏与边缘对齐。右键抓具符号，工具栏变成垂直方式。除非为 OpenGL 显示模式，否则工具栏会

慢慢地变成透明式直到你滚动它。 

有三种工具栏形式供选择。打开“工具箱->用户界面->工具栏和窗口风格”（ToolBox->"User interface"-> 

"Toolbar and Window Style"）选择以下任一种： 

传统模式（Traditional） 

 

熟练模式（Journeyman） 

 

熟练模式扁平式（Journeyman Flat） 

 

标准工具栏上有很多可用按钮，甚至还有很多插件。将光标停留在任何一个按钮上，右键，弹出如下

对话框，对其进行设置，选择显示何种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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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选中的按钮才会显示。括号内显示的是快捷操作。 

MOB 按钮有些特殊。如果不选会弹出以下窗口： 

 

#1：MOB 按钮还在，但是后续可能被其他人（可能是船员）隐藏。 

#2：如果想通过 OpenCPN 处理 MOB 情形，选择这一项。MOB 按钮会一直存在，并且只要 OpenCPN

在运行，这种状态就不会改变。MOB 按钮甚至不会在右键菜单中出现。若要改变这一设置，打开 opencpn.ini

配置文件，将其值从“1”改为“0”。重启后所有选项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Settings] 

.... 

PermanentMOBIcon=1" 

#3：如果MOB 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得到解决，OpenCPN 不是MOB 的标准操作程序，选择该项。 

插件按钮的显示与否在“工具箱->插件”（ToolBox->Plugins）页面中进行设定，点击“开启/关闭”

（Enable/Disable）对按钮进行开关操作。  

注意工具条上至少要保留一个活动按钮。   

 

当按下该按钮，按钮颜色会变深，“传统模式”（Traditional）中边框会变粗。比如，关闭跟踪 ，开

启跟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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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光标停留在按钮上面片刻会看到每个按钮的功能解释 。 

“传统模式”（Traditional）工具栏从左到右图标解释： 

（其他模式的解释可以参考上图查看传统模式下面的按钮。） 

 放大（缩放） 

 缩小（缩放） 

 将下一张海图按比例缩小（海图缩放） 

 将下一张海图按比例放大（海图缩放） 

 创建航线（标记和线路） 

 跟踪/找到船舶，开关。（自动跟踪和显示方向） 

 开始工具栏（Options 设置） 

 显示/隐藏矢量海图上的文本标签（矢量海图） 

 显示/隐藏 AIS 目标（AIS） 

 在海图上显示/隐藏洋流（潮汐和洋流） 

 在海图上显示/隐藏潮汐（潮汐和洋流） 

 打印 

 航线/航迹/航海路点/集合管理器（线路管理器和 GPX 数据） 

 跟踪程序开/关（船舶跟踪） 

 将屏幕亮度调整为黎明/黄昏或夜视。（夜间航海） 

 做 MOB 记号 (人员落水) 

 关于 OpenCPN 及其帮助文档 

 显示/隐藏仪表板插件（仪表板插件） 

 显示/隐藏 Grib 叠加文件（Grib 天气插件）  

如果某一插件被激活的话，会显示更多按钮，详细内容参考插件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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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浮动工具栏在右上角显示，一般情况下右上角会独立显示两个 GPS 状态和海图方位状

态按钮。如果浮动工具栏显示在右上角，状态工具条会移到左下角并一直停留在该位置。如果浮动工具了

被移到左下角，则状态工具栏会回到右上角。 

 航向向上/北点朝上（自动跟踪和显示方向） 

 GPS 状态（GPS 状态） 

注意 1：当只有 CM93 矢量海图可用时，该按钮会变成灰色，这时该按钮没有作用。 

注意 2：按钮的颜色会随状态的改变而改变。 

 

2.2 右键菜单 

 

只要将光标停留在海图显示区内，右键按钮就会出现。菜单内容会随着光标停留位置内容不同而不同。

“集中式上下文菜单”（Focused Context Menus）主要是为了控制“选项”（Options）显示数量，使得列出

的所有功能足以解决各种状况。海图上任一点都有基本右键菜单，当点击到航路点、航线、航迹或 AIS 目

标时会有针对性的菜单。如果你刚创建或删除一个航路点，或者刚刚定义一个海图组，基本右键菜单会出

现更多新条目。下图显示的是基本条目。 

 

单个海图基本右键菜单 

下列第一张图显示的是光栅海图右键菜单，紧接着是矢量海图右键菜单。 

截图右边显示的是对应条目的热键。 

    

我们从左边光栅海图开始介绍。 

 

Measure   

激活“铅笔”（Pencil），通过光标移动“铅笔”。将“铅笔”笔尖放到测量起始点，单击，这时你会看

到一个带圆心的圆，通过鼠标移动铅笔，刚刚所创圆的圆心到“铅笔”笔尖的距离和方位会实时显示，单

击创建一个临时航路点。当再次移动鼠标时，你可以看到临时航路点到铅笔笔尖的距离和方位。起始点经

过临时航路点到铅笔笔尖的距离同时会在“航线距离”（Route Distance）中显示。右键选择“停止测量”

（Measure Off）。   

对于长距离测量，特别是高纬度东西航线的测量，测量工具的显示和测量方式变为大圆式而非墨卡托

恒向线式。更多信息参考：大圆航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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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圆（Create Route）工具工作原理也是一样的，但不能同时使用两种方式。 

 

 

最多细节信息量（Max Detail Here） 

显示光标所在位置所有可用海图中比例尺最大，内容最多的海图（假设该点不止一张海图）。 

 

缩小（Scale In）  

显示相邻比例尺较大海图（假设该点不止一张海图）。  

 

放大（Scale Out）  

显示相邻比例尺较小海图（假设该点不止一张海图）。 

 

标记此处（Drop Mark Here） 

对光标所在位置进行标记，更多介绍见标记和航线 

 

将船移至此处（Move Boat Here） 

将本船移从现在位置至所指位置，该项只有在 GPS 未连接的情况下才会在右键菜单中显示。 

 

航海至此（Navigate to here）  

创建从本船所在位置到所指位置间的即刻可用航线，更多介绍见标记和航线。 

 

中心视图（Center View...） 

弹出能输入经度和纬度的对话框，点击 OK。该点成为显示中心，比例尺不变。如果你已经复制了某

一点，并且复制内容仍在复制缓冲区内，你复制的这一点就成为默认显示中心点。OpenCPN 接受多种方位

显示格式。输入的经纬度数值会被保留一段时间，一旦重启 OpenCPN，这些值就不存在了。  

 

航向向上模式（Course Up Mode）  

当我们处于北点朝上模式（North Up Mode）下时，系统显示航向向上模式（Course Up Mode），点击

该条目，显示内容会变成北点朝上模式。它属于双态触变开关，可以在北点朝上和航向向上之间进行切换。

更多方位显示信息参考：自动追踪及显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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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S 目标列表（AIS Target List） 

如果存在 AIS 目标，AIS 目标列表（AIS Target List）会列出一系列已发现的 AIS 目标，更多信息参考

AIS 

    查看上述矢量海图右键菜单，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常见条目 

 

对象查询（Object Query） 

矢量海图的每一个点都有特定的属性或信息，包括海洋中央深度信息等等。你也可以通过双击的方式

打开对象查询（Object Query）对话框。下图截至中型港口进口航道处横流浮标信息：  

 

对话框右边的滚动条表明还有更多信息可显示。更多相关信息参考矢量海图页面。  

 

CM93偏移对话框（CM93 Offset Dialog..） 

通过该对话框对 CM93 海图图元进行修正。更多信息参考高级功能部分的 CM93 偏移。 

 

光栅和矢量拼接海图右键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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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菜单中唯一新增按钮就是“隐藏该海图”（Hide this chart）。 

 

隐藏该海图（Hide this chart）  

将该海图从拼接海图上移除。如果想要再次显示该海图，在海图状态栏上找到该海图，也就是标有红

色“X”的海图，右键，点击“显示该海图”（Show this Chart）。更多内容请阅读海图拼接。 

 

2.3 缩放 

 

 这两个按钮可以将当前显示海图放大或缩小。 

 可以将海图放大以便查看更多细节，比例尺变大。 

 可以将海图缩小以便查看更多区域，比例尺变小。 

键盘上的 + 和 - 键同样可以放大和缩小海图，鼠标上的滚轮也可以达到同样效果。 

想进行慢速缩放： 

■ Ctrl +：慢速放大 

■ Ctrl -：慢速缩小 

■ Ctrl + 滚轮：慢速缩放 

 

缩放过度（Over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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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过度放大，海图左上方会出现“缩放过度”（OverZoom）警告。因为在绘制该海图时所做的测量

有限，这种显示比例是意料之外的，即使放大也没有更多信息可显示，反而会发生危险。它会给人一种假

象，让你误认为自己离危险很远。如果是光栅海图，你会看到画面图素化，但如果是矢量海图就没有那么

明显。这也正是这一警告的作用。看到该警告的第一反应是立刻缩小。海图是按照发行海图比例尺的两倍

进行调查和绘制的，因此，一旦放大因子大于 2，基础测量数据中没有更多的内容可以显示。   

科普作家凯德 （Nigel Calder） 的 《如何阅读航海图第二版 2012》（How to read a Nautical Chart, 

Second ed. 2012） 向所有用户介绍了更多海图信息：它们是以什么调查为依据，其水平和垂直精度。  

默认情况下，OpenCPN 允许适度过度缩放，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修改 opecpn.ini 配置文件改变这种默认

设置：  

AllowExtremeOverzoom=1 

改成 

AllowExtremeOverzoom=0 

这样，大比例尺光栅海图仍能放大 2.5 倍，类似矢量海图能放大 4 倍。一项更为严格的建议将该放大

因子限定为 2，这项建议建立在海图汇编及实际精度基础之上。 

 

2.4 关于海图 

 

加载海图 



西安融成科技有限公司 出品                   KeyWords：opencpn 电子海图 

 

www.opencpn.cn   www.rochern.com 39 

 

 

2.4.1 状态栏 

 

屏幕底部是状态栏。打开“工具箱->显示状态栏”（Tool Box -> Show Status Bar）激活状态栏。 

状态栏正上面是海图选择栏，CTRL +B 可启用/关闭选择栏。状态栏中每一段代表一张可用海图，状态

栏显示会所有可用海图。节段按海图比例尺大小排序，比例尺最大的在最左边，最小的在最右边。如果有

CM93 海图，其一定在最右边。 

状态栏上的分段彩条表示： 

■ 蓝色代表光栅海图 

■ 绿色代表 ENC  

■ 棕色/黄色代表 CM93 海图 

■ 当前打开的海图其在状态栏上的颜色显示比原来的颜色会稍微淡一些；或者如果在拼接海图模式

下，拼接海图内的海图对应的状态栏片段的颜色也比原来的颜色稍微淡一些。 

■ 下列海图栏由 12 段构成，从该状态栏可以看出有一张拼接海图由 2 张激活海图构成，此外其他 5

张海图由于比例尺小未能显示。CM93 海图在最右边，有 4 张比当前打开的海图比例尺大的海图可用，比

例尺最大的是横轴墨卡托投影海图。 

 

 

局限性 

海图栏最多可以处理 100 张海图。如果某一点存在超过 100 张海图，比例尺最大的放在第一。这个上

限值看上去似乎很大，但事实上我们可能会加载各种类别的海图，包括信息海图、引航图、气象海图等等。

这样，即使是大比例尺海图也很有可能无法显示。 

在非拼接模式下，将鼠标指针放在状态栏上，海图比例缩放按钮下面会出现该海图的缩略图，而该按

钮上面会弹出一个海图信息框。如果在拼接模式下，除了有缩略图外，该片段所代表的海图会被透明红色

高亮显示。点击适当的海图栏，或者使用热键，可以切换到缩略图代表的海图。如果你想看同一区域的 ENC

海图或矢量海图，该功能特别有效。  

 

这条栏从左边开始往右延伸，有些像浆轮。如果能接收到 GPS 定位，会显示 GPS 定位，后面接着是

SOG，COG，光标位置，GPS定位到光标所在位置的航线、航程。最右边是该海图的真实比例尺及缩放因

子。如果没有缩放因子，则说明当前状态为拼接海图状态。缩放因子是由上图显示的比例尺除以海图的基

准比例尺。  

事实上，从这些按钮还能看出更多信息。 

 这两个按钮表示这两张海图为横轴墨卡托投影海图 

 该按钮表示多圆锥投影海图 

 该按钮表示倾斜海图  

 该按钮表示这张海图被用户从匹拼接海图中移除了，右键可以重新将其添加到拼接海图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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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按钮代表的光栅海图因为被其他大比例尺海图取代而没有进入拼接海图。矢量海图表示

方法一样。 

下图截至拼接模式，用以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这个截屏是由两张多圆锥投影海图拼接而成。将光标停留在左边海图按钮上，可以看到大比例尺马尼

托瓦克海图。该地点还有两张小比例尺海图，因为这两张海图已经被大比例尺海图覆盖了，所以我们无法

看到。想要查看这两张小比例尺海图，右键拼接海图任一位置，选择“将此海图从拼接海图中移除”（Remove 

this chart from quilt），这两张海图当中的某一张会在屏幕上显示。   

最右边的棕色按钮表示该位置有 CM93 version2 海图，但目前没有显示。 

信息框里显示了该海图的相关信息。我们可以看出该海图是多圆锥投影海图，而且海图精度比较低，

因此信息框下面可以看到相关警告信息。因为，尽管多圆锥投影海图可以进行拼接，但拼接结果有时候会

出现一些大小不等的错误。 

 

2.4.2 海图比例尺缩放 

 

 可以通过这两个按钮对正在使用的海图进行比例尺缩放，如果只加载了 CM93 海图，这两个

按钮会变成灰色，因此也是不可用的。如果状态栏上海图选择栏中只有黄色条块，表示该区域只有 CM93

海图。 

 切换到相邻大比例尺海图。如果存在相邻大比例尺海图，点击该按钮会切换到内容更多，覆盖面

积更小的海图。 

 切换到相邻小比例尺海图。如果存在相邻小比例尺海图，点击该按钮会切换到内容更少，覆盖面

积更大的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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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栏上方的海图栏中的海图是按比例尺大小排序的。最左边的海图比例尺最大，最右边的海图比例

尺最小。 

 

上图比例尺最大的海图（最左边）是光栅海图（蓝色）。最右边的是 CM93（黄色），如果 CM93 海图

可用，该类海图都在最右边。紧挨着 CM93 的绿色 ENC 矢量海图是屏幕中心可用的最小比例尺光栅/ENC

海图。 

 

屏幕所显示的海图的比例尺 

海图显示表明某一特定海图在当前缩放水平下的实际比例尺，看上图状态栏最右边的内容：TrueScale 

22600 Zoom 0.73x  

除此之外，海图西南部位还有个一直显示的可供快速参考的指标，如下图： 

       

当指示条为灰色和橙色相间时，其总长度为 1 海里，每段长度为 1 链。 

当指示条为灰黑相间时，其总长度为 10 英里，每段长度为 2英里。 

 

2.4.3 海图拼接 

 

海图拼接是将不同海图的某部分按同样比例拼接到一张图上并显示出来。 

 

限制性 

墨卡托投影海图、横轴墨卡托投影海图和多圆锥投影海图是分开进行拼接的，不会混在一起。拼接海

图格式可以自由转换。在横轴墨卡托投影（Tmerc）和多圆锥投影（ Polyconic）拼接模式下，在没有其他

海图覆盖的区域会显示作为背景的世界海图。 

在拼接模式下，海图白色边缘的信息会被隐藏。如果要查看这些信息可以按下 F9 暂时进入单一海图模

式。 

除非倾斜度低于 5°，否则倾斜海图不能拼接。 

  

快速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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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选项->显示->启用海图拼接”（Options -> Display -> Enable Chart Quilting）。当工具箱中出现“拼

接”（quilting），可以通过 F9 在单一海图模式和拼接海图模式间进行切换。如果存在大比例尺海图的话，

放大操作会自动打开大比例尺海图。平移可以连续看到可用海图的拼接图。如果从光栅海图开始拼接，拼

接海图中只有光栅海图，也可能有 CM93 海图。S57 矢量海图（ENCS）也遵循此规律。你一定要熟悉状态

栏，这样才能正确理解所有可用信息。和单一海图一样，拼接海图可以显示“北点朝上”（North Up）或“航

向向上”（Course Up），更多信息请阅读：自动追踪和显示方向。 

 

更多内容 

这些功能的作用是什么？ 

 

在单一海图模式下，海图边缘没有其他内容显示，你需要手动在海图栏上选择一张海图将其打开。 

 

一旦拼接模式被激活，情况就会改变。屏幕上的相关信息会增加，而下一张海图也自动变为可用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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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海图 

OpenCPN 有两种海图显示模式：单一海图模式和拼接海图模式。 

单一海图模式  每次只能显示一张海图，如果要查看另一张海图，需要手动在海图栏上选择另一张海

图。该模式下，我们可以轻松阅读所有海图信息。   

激活拼接海图  选择“选项->显示”（Options -> Display），选择“启用海图拼接”（Enable Chart Quilting），

同时选择“显示海图轮廓”（Show Chart Outlines），这样你可以查看自己所采用的海图显示模式。单个 CM93

海图的轮廓只有在拼接模式取消后才能看到。 

全屏拼接 “选项->显示->关闭全屏拼接”（Options -> Display -> Disable Fullscreen Quilting）。默认情况

下所有比例尺适当的可视海图都被用于拼接海图中。选择这项后，只有在屏幕中心重叠的海图会被用于拼

接海图。选中该复选框很容易，而且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提高系统性能表现。 

 

海图拼接模式开/关  

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细节显示确定海图拼接模式开关与否。  

■ 海图拼接模式打开的情况下，状态栏上的着色矩形的四个直角会变成圆角而且海图的白色边框也可

以看到；当关闭“工具箱->设置”（ToolBox->Settings）中的海图拼接模式，着色矩形四角变成直角。 

■ 如果屏幕下方状态栏可见，“scale”后面最右边括号内的值只有在单一海图模式下才能看见。括号

内的值表示缩放因子。 

■ 单一海图模式下，将鼠标箭头停留在未激活光栅海图按钮上，屏幕左上角会出现该海图缩图，同时

按钮上方会弹出一个窗口显示该海图相关信息。而在拼接海图模式下，该海图左上角缩略图位置被透明红

色高亮显示（该海图是拼接海图一部分），或者显示的是比拼接海图中“拼接参考海图”（quilt reference chart）

比例尺更大的海图。也就是说如果拼接的是墨卡托投影海图，横轴墨卡托投影海图就不会被高亮显示，反

过来也一样。  

■ CM93 海图是个例外，在拼接模式下，当只有 CM93 海图覆盖某个区域时（海图状态栏上为黄色条

段），没有信息窗口也不会进行透明红色高亮显示。  

■ 关闭 CM93 拼接模式，每个图元轮廓都被品红色线条勾勒出来。 

在拼接模式下，可以同时激活多张海图并同时显示，比如上图两个淡蓝色按钮表示拼接海图中有两张

光栅海图。在单一海图模式下，每次只有一个海图被高亮显示。 

如果激活工具栏中的深度单位，深度单位会在右上角显示。深度单位只在拼接模式下且所有海图深度

单位一致时才会显示。  

状态栏最右边显示的缩放比例不会在拼接模式下才会显示。 

上述很多功能在以下截图中都有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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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拼接海图由三张光栅海图构成，其中有两张海图已经显示出来，而另一张海图由于比例尺较小而

被比例尺较大的圣克罗伊河海图覆盖了。 

 该按钮表示未被显示的海图。 

本例中，鼠标光标停留在中间的光栅海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海图信息框，同时海图被红色高亮显示。 

如果信息窗口中显示的内容比上图中的内容少，你可以直接点击该按钮显示该海图，然后返回，当你

再次将鼠标光标停留在该海图按钮上时，就会看到所有信息。   

拼接模式下，因为左边海图单位为英尺而右边海图及其部分内容单位为英寻，所以没有显示深度单位。

注意，拼接海图定义表明拼接海图由几个不同“缩放水平”（zoom level）组成，所以状态栏上没有缩放水

平显示。 

 

哪张海图被拼接了？ 

OpenCPN 通过多种方式管理不同海图在拼接模式下的反应方式。 

光栅海图和矢量海图独立拼接，它们不可能混合在一张拼接海图里面。你可以拼接光栅海图或者矢量

海图，但是无法在同一时间内同时拼接两种海图。 

CM93 ver2 海图不遵循该规律。如果存在 CM93 ver2 海图，并且某一区域不存在其他可以覆盖该海图

的墨卡托投影海图，不管是光栅海图拼接还是矢量海图拼接，CM93 ver2 海图都会显示。 

如果 CM93 海图可用， 并且视图已经被缩小到连最右边（最小比例尺）的矢量海图都因比例尺太小而

无法使用时， CM93 海图会被激活。OpenCPN 能记住此次调用 CM93 海图是因为过度缩小的原因，因此

一旦你开始放大，系统会试图打开加载 CM93 前的矢量海图。如果这张海图不可用，系统会尽力找到可用

的小比例尺矢量海图。 

横轴墨卡托投影海图都是矢量海图，它们本身对拼接有严格要求，在本例中，如果某个地点不存在海

图就会显示背景海图。 

多圆锥投影海图也都是矢量海图，它们本身对拼接有严格要求，在本例中，如果某个地点不存在海图

就会显示背景海图。 

CM93 ver2 海图可以分开进行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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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卡托投影海图一般在拼接模式下进行拼接，但不会和横轴墨卡托投影海图或多圆锥投影海图一起拼

接。  

多圆锥投影海图会被分开拼接，不会和墨卡托投影海图或横轴墨卡托投影海图一起拼接。 

倾斜海图只能在“北点朝上”（North Up）模式且倾斜度数不超过 5 度的情况下进行拼接。 

横轴墨卡托投影海图需要和墨卡托投影海图及多圆锥投影海图分开拼接。 

通过插件将 BSB4 和 nv-charts与其他矢量海图进行拼接的拼接原则参考上述内容。 

 

用户控制    

用户可以对拼接海图中单张海图进行删除。右键拼接海图中任一单张海图，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将

此海图从拼接海图中移走”（Remove this chart from quilt）。海图栏上的海图按钮变成 。如果想要

再次添加这张海图到拼接海图中，只要右键该按钮然后点击“将此海图添加到拼接海图”（Add this chart to 

quilt）。  

 

控制拼接视图比例尺 

 

“拼接参考海图”（quilt reference chart）在最左边，比例尺最大，在海图栏上被高亮显示。这张截图是

上图淡蓝色海图按钮的左边部分。 

点击当前参考海图右边的海图蓝色图标，拼接海图的比例尺会减小，但是视点不会改变。点击当前参

考海图左边的图标，拼接海图的比例尺会增加，同时视点不会改变。放大/缩小同样会将参考海图移到左边

/右边。   

  

NOAA ENC:s 的一些已知问题 

 

有些 NOAA ENC:s 存在“空白”，一般 OpenCPN 会解决这些问题，上图截至加勒比海圣克罗伊河。 

上图中灰色矩形部分表示某张海图上存在的“空白”，有较小比例尺海图覆盖了这个区域。出现“空白”

的原因是该区域没有按照该海图的比例进行测量。   

 

2.4.4 海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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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图组可以解决如下问题：你的现用资料库里面可能加载了很多张海图，其中有一些海图相互之间有

一部分相互重叠且比例尺一样，以至于在拼接的时候系统不知道究竟哪些最好用；或者：如果我们将引航

图分为一组而将普通航海图分为另一组，这样可以轻松地在两组图之间进行转换；再者：各种通用的 NGA

海图为一组，各种标准 NOAA RNC 海图为另一组，British UKHO 为第三组。 

海图组功能允许我们定义多个组，每个组可以有不同的海图目录。我们可以快速选择想要查看的组而

无需往现用数据库中添加或者删除海图。 

 

打开“选项 -> 海图 -> 海图组”（Options ->Charts->Chart Groups） 

你能看到两个窗格。上面窗格中显示的是你已经安装（激活）的海图目录。下面的窗格允许你创建、

编辑和删除组。注意始终有一个包含所有海图的组存在。该组是不可编辑的。我们可以通过顶部窗格选择

海图目录或单个海图，然后点击“添加”（Add）按钮将选中的内容添加到你新创建的目录下。 

同样，你可以在下面的窗格中选择海图目录或者单张海图，然后点击“移走海图”（Remove Chart）进

行移除。注意，将海图从某一组移除并不等于该海图不可用。只是这张海图不可用于该组。 

 

使用自定义组 



西安融成科技有限公司 出品                   KeyWords：opencpn 电子海图 

 

www.opencpn.cn   www.rochern.com 47 

 

 

本截图中航海员选择的是 US海图，因为这个时候刚好可以使用这张海图。找到 Baia do Porto Santo，

如果能找到详细的海图更好，但船上没有这种美国（US）海图。选择英国（UK）海图组可以解决这个问

题。 

 

选择自己想用的海图组，在右键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海图组”（Chart Groups）。在你切换到另一个海图

组时，系统逻辑会选择比例尺等其他状况与切换前相近的海图。其实这种选择有时是不合理的，所以经常

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最后，如果你没有对海图进行分组而是保持默认安装格式，那么所有海图均可用。 

 

海图组和 CM93 

 

海图组里面会出现多张 CM93v2 海图实例。上图中每个海图组里面有 5 个实例。视图显示的是“所有

现用海图”（All Active 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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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P 还支持多个 CM93 数据集。 

本例是按海图组的顺序从左到右加载的。 

本例中，只有最左边的 CM93 实例（没有被排除到拼接海图之外）会显示。也就是上图黄色矩形所代

表的实例。 

 

2.4.5 矢量海图 

 

首先，矢量海图的一个重要设置是直接通过主工具栏进行的。 

 通过这个按钮可以显示或不显示矢量海图上所有文本。热键 T也可以起到这种作用。在 OpenGL

模式下，当选择“航向向上”（Course Up），所有文本都会水平显示。  

其次，只要光标在海图边缘没有变成绿色箭头，就可以双击矢量海图打开信息对话框，该对话框显示

所选位置的矢量海图信息。向下滚动滚动条可查看所有信息。我们同样可以通过右键选择“对象查询”

（Object Query）实现该操作。 

注意，单击会使该点成为海图中心。 

 

上图为双击某繁忙区域某灯塔时弹出的信息框。 

本对话框中显示的内容取决于下面要介绍的“显示分类”（Display Categories）中的设置。 

最后，我们可以选择矢量海图显示文本的字体。“工具箱->语言/字型->选择字型”（ToolBox -> 

Languages/Fonts -> Choose Fonts）页面中有一个“海图文本”（ChartTexts），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条目选择字

体及模板大小。显示文本的大小和粗细由你正在使用的海图决定，如果该海图中的文本尺寸不同、粗细各

异，那么最终显示效果将由你设置的尺寸决定。 

 

通过选项->海图->矢量海图（Options->Charts->Vector Charts）定义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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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分类 

OpenCPN 有三种预设的 ENC内容显示方式供航海员选择：“基本信息”（Base）,“标准信息”（Standard）

和“其他”（Other），同时还有一个非常灵活的“船员标准”（Mariners Standard），其实叫“船员选择”（Mariners 

Choice）更贴切。 

 

基本信息（Base） 

显示一般信息，包括海岸线、安全等深线、孤立危险物、浮标、信号浮标通航分隔带等等。 

IMO 定义如下： 

显示“基本信息”（Display Base）表明所显示的是必要的 SENC 信息，这些信息不能从海图屏幕上移

走。这些信息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理区域及任何情况下都需要用的。它们必不可少，但仅依靠这些信息不

能确保航行安全。 

 

标准信息（Standard） 

基本信息（Base）中所有内容外加航标、航道、“频道限制”（channel limits）、禁航区及限航区等等。   

 

其他（Other）  

除“标准信息”（Standard）中的所有信息外还有更多信息。我们也可以将其解释为“所有必要信息”。 

关于这三个标准的更多信息点击 IMO ECDIS。“其他”（Other）项在实际水上航行中非常有效，可以避

免“船员标准”（Mariners Standard）中很多可能的风险。更多信息见下文。 

 

船员标准（Mariners Standard）  

用户可以通过筛选复选框选择自己想显示的内容。大概有 186 个过滤集可以使用。所有过滤集都符合

IHO S57 标准，并附有易于解释的标签。 

注意，与核准的 ECDIS 系统相比，通过船员标准（Mariners Standard），用户对显示的内容可以有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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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选择。比如就连“基本信息”（Base）里面的内容都可以选择不显示。  

以下热键在“船员标准”（Mariners Standard）下可用，通过这些热键可以开启/关闭相应功能。 

T：文本；可以通过矢量海图中的设置选项卡对可视文本进行设定； 

L：灯；灯塔、浮标等会受到影响；  

S：水深点； 

A：锚泊；影响锚泊过程中所需的信息。锚地和锚泊地、海底电缆和海底管道、海底类型； 

O：海图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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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船员标准”（Mariners Standard）很可能会抑制重要信息显示。如有疑虑，切换到“其他”（Other）

或者直接点击“选择所有”（Select All）按钮。 

 

矢量调色板 

矢量海图的外观是可编辑的，如下： 

矢量调色板中有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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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 

一般是建议首先选择“船员标准”（Mariners Standard）和“选择所有”（Select All），然后再根据具体

需求关掉特定功能。  

比如，当我们经过位于西南北海的英国天然气田（British gas fields）时， 

 

这张图看上去非常吃力，所以我们要把红色和黄色圆圈去掉。选中某一个航海台（方块中有一个点）

然后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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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对象查询”（Object Query），然后在左列任选一个“灯”（Light）， 

 

右列上面选择“功能类”（Feature Class）:“灯”（LIGHTS）。 

在筛选“船员标准”（Mariners Standard）列表中找到“灯”（Light），取消勾选。 

 

点击“应用”（Aplly）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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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好多了！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通过快捷键 L显示/取消显示“灯”（Lights）。 

  

水深点（Depth Soundings） 

显示/取消显示测得水深。当显示水深时其他一些设置也会受影响，比如小比例尺时“减少信息显示”

（Reduced Detail at Small Scale）。深黑色的数字不是测得水深。它们指的是附近小岛或珊瑚礁的海拔。在

官方纸质海图上，测得水深印为斜体。 

 

加粗数字 20 指的是该数字西南角未命名的珊瑚礁的地面海拔高度 

“安全等深”（Safety Depth）设为 20，所以 20 等深线显示为黑色。 

 

海图信息对象（Chart Information Objects）   

原来叫做“元对象”（Meta Objects），是关于海图本身的信息。开启该项，我们可以通过“对象查询”

（object query）显示该地浮标系统、勘察质量及该海图最新 NTM 更新和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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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显示重要文本信息（Important Text Only） 

只是显示航行所需的简单信息，比如航海线（航程）的航向与方位及高潮时“桥梁净空高度”（bridge 

clearances）。 

小比例尺时减少信息显示（Reduced Detail at Small Scale） 

确定某些物体的显示需要最小比例尺。如果没有勾选该复选框，海图所有内容都会显示，小比例尺（缩

小时）视图画面显得非常混乱。  

浮标/灯标签（Bouy/Light Labels） 

显示航标的名称和用途，比如浮标的名称和数目，显著物标的相关信息等等。 

灯描述（Light Descriptions） 

本复选框决定是否显示灯的描述，如选择该复选框则会通过文本形式显示标记或灯塔的详细信息。 

已扩展照明区（Extended Light Sectors）  

我们很难看出矢量海图中照明区的作用。 

 

激活“已扩展照明区”（Extended Light Sectors）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照明区都得到扩展，主要的

白色照明区得到黄色高亮显示，灯塔整体标称范围得到扩展。把光标停留在某个灯上，扩展的照明区会被

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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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文本（De-Cluttered Text）  

即便使用“减少小比例尺显示信息”（Reduced Detail at Small Scale），也会导致文本标签遮盖或重写其

他标签，从而使得画面非常混乱。选择“清理文本”（De-Cluttered Text）复选框清除这些杂乱的内容。如

果想看到所有的标签，放大该区域的比例尺。对于那些存在很多照明区的“灯”（Lights）来说，每个照明

区的标签会互相叠加，如果选择该复选框，就只有第一个照明区的标签会显示出来。想要了解“照明区”

（sector lights）更多信息，尝试“对象查询”（object query）。 

 

海图显示风格 

点（Points）  

“纸质海图”（Paper Chart）绘制标记和灯的方式和已印刷的纸质海图一样，而“简化模式”（simplified 

mode）则是通过图标这一简化方式来表示这些内容。大家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模式。就这方面来说

纸质海图模式遵循 IHO标准，因为纸质海图模式比简化模式发展更成熟。   

 

边界（Boundaries）  

“普通版本”（Plain）直接使用虚线表现边界，“符号化版本”（Symbolized version）还会使用指向该区

域的三角形。  

 

颜色（Color） 

海图深度可以用 2 种或 4 种颜色表示。该项设置与“深度设置”（Depths Settings）密切相关。如果选

择两种颜色并且选择相对大的比例尺，深度小于“安全等深”（Safety Depth）的地方会显示为蓝色，其他

地方则为白色。如果选择 4 种颜色，小于“浅滩深度”（Shallow Depth），浅滩深度和安全等深之间，安全

等深和“深层深度”（Deep Depth）之间及深度大于深层深度的区域的颜色各不相同。 

 

CM93精细程度{CM93 Detail Level (d)} 

CM93 海图滑块控件允许用户调整屏幕复杂性以适应实际情况及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常规设置是建立

在个人喜好及海图用途基础上的。如果想显示更多内容，“CM93 精细程度”{CM93 Detail Level (d)}滑块可

以设置为很高的正值，如果在大洋航线进行航海，则设为负值。如果在捕鱼时想要看到尽可能多的有益的

信息“精细程度 5”（Zoom level5）很适合，对于一般性的使用精细程度可以选择+1，0 或者-1。  

正值可以看到更多内容，却是建立在牺牲以下内容的基础上： 

1. 对于占屏幕空间多的大比例尺海图来说，渲染时间更长； 

2. 除非你选择的是拼接模式，否则当你放大海图时，大比例尺海图上会出现更多的灰色地带（无数据）； 

3. 如果需要海图轮廓或更多细节，系统处理速度会异常缓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程序需要读取更多的

图元来获取轮廓。  

反而言之，负值显示的信息更少，缩放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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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滑块”（Slider）可以通过热键 D 激活后直接在屏幕上显示。 

 

深度设置（Depth Settings） 

这些设置决定深度不同的区域在海图上的颜色显示。 

这样能帮助你区分深水航道和浅水区。 

没有哪种设置可以适应各种环境。比如，海洋中间深度为 20m的海底山应该被视作浅水区，所以应该

避开，而在港口航道处 20m深的区域则为安全区域。 

通过“深度设置”（Depth Settings）可以控制海水的颜色以表示不同深度。因此如果你能正确地设置安

全水域和深水水域，海图上就会有明显的界限来提醒是否接近浅水区。 

CM93 海图和 S57 ENCS 这方面的工作模式类似。海图因存在固定深度间隔而存在等深区域这一功能，

这些间隔一般为 5,10 和 20m。该数据库中不存在中间数值，如果你选择了一个中间值，OpenCPN 会选择一

个较高数值来显示颜色。  

就这方面来说，最初发行国不同间隔也就不同。比如，在英国和荷兰 CM93 中的等深线为 2，5 和 10m，

而在瑞典则为 3，6和 10m。 

一般来说，S57 ENC 和 CM93 海图中的固定深度间隔查看方式为：右键，“对象查询->海图->深度区

域”（Object Query ->Chart -> Depth Area）。 

DRVAL1 和 DRVAL2 的数值表示这些内置深度间隔。 

比如我们以“中国南海海道测量委员会海图”（South China Sea Hydrographic Commissions charts）为例，

最浅区域 DRVAL1 = 0 m，DRVAL2 = 10 m。也就是说多数情况下将“浅滩深度”（Shallow Depth）设为其

他值没有意义，除了 10。 

找到你所在区域的深度间隔，通过以上知识介绍、自身习惯和航行活动情况设置“深度设置”（Depth 

Settings）。 

注意：即便“水深点”（Soundings）采用的是其他单位，浅滩深度，“安全等深”（Safety） 和“深层

深度”（Deep Depth）单位是米。 

下面将对采用 4 中颜色的不同情况进行阐述： 

浅滩深度（Shallow Depth）  

比浅滩深度浅的水域显示为深蓝色，“水深点”（Soundings）为黑色。 

安全等深（Safety Depth）   

比浅滩深度浅但比安全等深深的区域会显示为淡蓝色。浅滩深度等深线清晰地显示为深灰色。比安全

等深深的水深点显示为黑色，大于安全等深的水深点显示为灰色。  

深层深度（Deep Depth）  

比安全等深深但比深层深度浅的区域显示为浅灰色。安全等深的等深线清晰地显示为黑色，比深层深

度深的区域显示为白色。  

出水高度（drying heights） 

显示为绿色。对于可用于 OpenCPN的 CM93 ver2 及很多 S57 海图的出水高度来说，这个值没有详细

信息。有些 S57 海图中有出水高度的区域的 DRVAL1 值设为负值，DRVAL2=0。这其实没有多大用处，因

为这些信息只是告诉我们在一个未知面积的区域其出水高度少于 DRVAL1。光栅海图似乎是唯一可以用于

有巨大潮汐的浅水区航海的海图。 

 

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有所改变。 

2012 年 4 月，荷兰当局发行了一些新海图，为其他人设立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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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CM93 相比较 

 

什么时候通过 Bramble Bank 是安全的？不论是海图本身还是“对象查询”（Object Query）对话框中，

CM93 矢量海图没有做出任何说明。 

 

而光栅海图则表示我们需要的“潮高”（Hight of Tide）为 1.2m+“安全幅度”（safety margin）+本船吃

水。 

 

岛屿的海拔等信息在 CM93 中没有显示，S57 海图中有山峰高度但没有等深线。柏尔金字塔岛是不是



西安融成科技有限公司 出品                   KeyWords：opencpn 电子海图 

 

www.opencpn.cn   www.rochern.com 59 

 

像它的名字暗含的意思一样表示高海岛，或者说只是像格陵兰岛一样是一个讽刺性的幽默而已，这些从

CM93 海图中无法得知。 

 

2.4.6 海图格式 

 

OpenCPN 支持如下海图格式： 

BSB Versions 1, 2 and 3：海图文件后缀为".kap"。 

BSB Version 4：海图文件后缀为".cap"，和只适用于 Windows 的非自由插件配合使用，参考插件下载

页面。 

NOS/GEO Version 1：海图文件后缀为".nos"和".geo"。（后续版本可能也支持但是需要进行测试。该

格式因为新海图的出现已经被淘汰。） 

"nv-charts"：海图文件后缀为".eap"，配合只适用于 Windows 的非自由插件使用。参考插件下载页面。 

CM93 Version 2：（C-map Version 3 及其后续版本为预处理专用 SENC 格式，因此不被支持。） 

S57/S52 (ENC), with chart files ending with ".000". OpenCPNs 内部 SENC 文件文件扩展名为".S57"。 

如果一张海图是 S57 矢量海图而且有不同的文件扩展名。那么很有可能是 SENC 文件，".000"海图文

件加工版，属于专用平台定制格式，OpenCPN 无法使用。 

 

海图中的图片可以被修改和使用 

一般来说，gif, jpeg, pdf, png, tif, bmp 及其他格式的海图文件是可以使用的，经过适当的空间定位操作

后可以转变为 kap 文件。更多相关信息参考：海图转换指南，同时可以参考我们的论坛，上面有很多关于

海图的有意思的帖子。  

Zoomify平铺图像格式可以被转换成 BSB 海图。 

 

不被系统支持但是可以被转换的文件格式 

通过 SeaClear 和 MapCal 制作的 WCI 海图可以被转换成 BSB 海图并可被用于 OpenCPN。在 MapCal

中打开 WCI 海图，选择“工具->转换->当前 WCI 到 BMP”(Tools->Convert->Current WCI to BMP)，将海图

改成 GMP 图像，更多关于通过 SeaClear 的 MapCal 进行海图格斯转换的信息，参考：使用 Linux 转换。

MapCal 可以很好地与 Linux 下的 Wine 配合使用。  

海图创建和转换所需的一些必备程序一般只能在Windows和 Linux上运行，Mac OS X 上可以使用 boot 

camp, Parallels 或 VMware 来运行这些系统。 

由某一标准格式海图及经空间定位的".map"文件组成的 OziExplorer 海图可以被转换成 BSB kap 文件。

这类转换所需的 Ruby 脚本请点击这里，更高级的 Windows 版本点击这里。ozfx2 或 ozfx3 格式的 Ozi 海

图无法通过该工具进行转换。这些 Ozi 格式没有进行文档记录而且是专用的，在 OpenCPN中无法显示。 

使用时 HDR/PCX 海图优先于 BSB 格式，并且从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一直在用。这些海图无法直接

在 OpenCPN 上使用，类似这些海图中的图片可以提取出来。这类海图由很多 pcx格式的图片平铺而成。其

中超过 100 张图片都是不常用格式。这些图片可以合成一张大图，然后作为 OpenCPN 可编译的海图使用。

更多相关信息参考海图转换指南和这篇帖子及本论坛中的其他帖子。将 pcx 图片拼接成一张图片的脚本参

考这里。  

HDR 格式文件很久以前就出现了，那时计算机内存和处理能力不如今天，因此这些海图的质量与今天

所用的海图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并且大多数 HDR 海图没有将 WGS84 作为参考基准。在使用中这类海图不

应作为首选，但在没有其他海图可用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使用的。 

 

其他不被支持的格式 

S63 Encrypted ENC 海图不受支持。它是各国水文局最新发行的矢量海图的主要格式。S63 海图除了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charts-ii-nga-2700-charts-63396.html
http://www.sping.com/seaclear/
http://opencpn.org/sites/default/files/users/taifun/map2kap_0.1.11.rb_.zip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map2kap-oziexplorer-to-opencpn-47828-10.html#post929755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open-chart-standard-32731-4.html#post381315
http://opencpn.org/sites/default/files/users/taifun/pcx2tif.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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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被非法传播而进行了加密处理外，其他方面和 S57 海图一样。  

因为专有加密算法和版权问题，英国水文办公室海军部光栅海图服务部门（ARCS，Admiralty Raster 

Chart Service）使用的光栅格式海道测量图，HCRF，澳大利亚水文服务部门的海员产品，新西兰船员

（NZMariner）和新西兰官方海图（New Zealands Official charts）不受支持。 

基于同样的原因，Mapmedia，Navionic，C-map（CM93 version 2 除外）和 Garmin 制作的海图及其他

各种格式海图不受支持。用户无法将这些海图转换成 OpenCPN 支持的格式，但是如果这些公司愿意，他们

可以发行 OpenCPN 插件。 

 

2.4.7 海图资源 

 

高分辨率背景地图 

想要更详细的背景海图版本请点击这里。 

与 26mb 的标准版相比，该文件比较大有 230mb（解压版）。它会使电脑变慢。但是在放大时显示效果

很好，其实大多数用户用不到。 

解压文件，然后将文件放到<install_dir>/gshhs 中进行安装。 

在Windows系统中<install_dir>为...Program Files/OpenCPN，在 Linux系统中为/usr/local/share/opencpn/。 

 

免费海图 

■为使你能快速入门，以下列出三张波多黎各光栅海图： 

■ 25640, 波多黎各岛和维尔京群岛, 

■ 25664, Fredriksted Road,  

■ 25666, Ensenada Honda。 

■ 右键，选择“链接另存为”（Save Link As）或类似选项，直接点击显示的是该文件的文本文档（更

多关于该高级项的信息请访问：imgkap）。航海过程中不要使用该文件。从 NOAA 网站下载该文件的当前

版本。将海图存在某个目录下，或者也叫做文件夹内。将该目录添加到“选项->海图->加载海图”（Options 

-> Charts -> Loaded Charts）标签页中进行海图安装。  

■  对美国海域感兴趣的用户可以从 NOAA网站下载免费的光栅海图和 S57 海图。从 NOAA OCS 网

站下载你所在区域的所有 NOAA海图，包括“光栅海图”（RNC）和“矢量海图”（ENC），网址为： 

http://www.nauticalcharts.noaa.gov/staff/charts.htm 

■ 从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网站下载美国“内陆水道官方内陆电子航海图”（IENC，Inland Electronic 

Navigation Charts），网址为： http://www.agc.army.mil/echarts 

■ 美国内陆水道及其他国家更多 ENC 点击网址：http://www.dacust.com/inlandwaters/index.html 

■ 阿根廷针对其大部分海岸发行免费光栅海图（RNC）：阿根廷海图 

■ 巴西针对其所有海岸发行免费光栅海图，并定期发行内陆水道海图,有些甚至覆盖南极洲部分区域。

点击巴西海图直接进入下载页面。注意页面下方 CARTAS DE RIOS 链接。 

■ 东亚海道测量委员会(EAHC)提供免费中国南海近海 S57 矢量海图：http://scsenc.eahc.asia/main.php。

发行该海图的目的值得一读： 

意识到不存在符合已公布的 IHO标准的中国南海官方高质量小比例尺 ENC，EAHC MSs 决定密切合作

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海员在制定航海计划及进行安全航行时就有最新的海图信息可以做参考，而非依靠一

些商业化的电子产品。这些产品不是采用专有文件格式就是内容不够权威且更新不足……。如果海员可以

使用免费的中国南海 ENC，该地区的航海安全可以大幅提高，同时可以减少因搁浅和油污染而造成的环境

破坏。因此，EAHC 决定提供免费中国南海 ENC。 

■ 哥伦比亚和澳大利亚出版单张海图 S57 样图。 

■ 新西兰为其几乎所有海图出版了高质量 tiff图片，并全部转换成 OpenCPN 可用海图，点击这里。 

http://opencpn.org/ocpn/downloads/data/GshhsHiRes.zip
http://opencpn.org/sites/default/files/users/taifun/25640_1.KAP
http://opencpn.org/sites/default/files/users/taifun/25664_1.KAP
http://opencpn.org/sites/default/files/users/taifun/25666_1.KAP
http://opencpn.org/drupal/imgkap
http://www.nauticalcharts.noaa.gov/staff/charts.htm
http://www.agc.army.mil/echarts
http://www.dacust.com/inlandwaters/index.html
http://www.hidro.gov.ar/Nautica/Raster.asp
https://www.mar.mil.br/dhn/chm/cartas/download/cartasbsb/cartas_eletronicas_Internet.htm
http://scsenc.eahc.asia/main.php
http://www.cioh.org.co/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doc_download&gid=176&Itemid=%0A%20%20%20%20
http://www.hydro.gov.au/seafarer/enc/enc-sample/enc-sample.htm
http://www.linz.govt.nz/hydro/charts/digital-charts/chart-images/index.aspx
http://mce66.altervista.org/software.html#Free_Nautical_Raster_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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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欧洲国家为其内陆水道发行免费的 S57 ENC 海图： 

奥地利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 

法国 

德国 

匈牙利 

荷兰 

罗马尼亚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瑞士 

■ 美国引航图可用作 BSB 海图使用，参考 OpenCPN.org 下载页面 

■ OpenSeaMap 项目发行了多种格式（包括可用于 OpenCPN 的 KAP）的光栅海图。该项目依靠海员

勘察当地水域并通过 OpenSeaMap 数据库及编辑器上传测得数据。该项目还在实施初期，所以只对部分地

区进行了绘制且进展程度各不相同。目前只能显示航标，接下来计划显示深度及其他信息。如果想访问该

地图，请点击：map.openseamap.org/map/ 

 

其他海图 

■ "Antares Charts" 正在绘制覆盖苏格兰西海岸的大比例尺海图。这些海图有很多格式，包括 BSB3。

这些海图会收取少量费用以支持热心人的工作。 

 

用于 OpenCPN 的商业海图 

■ 瑞典公司 Hydrographica 凭借自己所做的勘测为很多热门航行区域绘制了大比例尺 BSB3 海图。 

■ USB 存储器 The VisitMyHarbour "ChartStick" 覆盖英国和爱尔兰，只适用于 Windows。 

■ Windows 用户可以通过 BSB4 和 nv-charts 插件使用覆盖全球的海图，包括欧洲。比如 BA 和 Imray

海图就覆盖英国。通过简单的网络搜索就可以找到相关信息。 

 

2.5 自动追踪及显示方向 

 

■ 点击自动跟踪按钮 ，海图显示将以本船位置为中心。这是一个开关按钮，当开启的时候，按钮

变成灰色而且会变大。如果 GPS 正在工作，“本船”（ownship）是红色 ，否则为灰色 。如果缩小到比

例尺小于 1:300.000，图标变成 ，当接收到 GPS 信号，图标显示为 。更多关于本船按钮的信息，

请访问标记和航线。  

■ 我们可以通过将 ownship.png 文件置于“用户图标”（UserIcons）共享数据目录下来替换系统默认

的本船图标。更多关于该共享目录的信息，请参考标记和航线。 

■ 自动追踪按钮在两种情形下有用： 

1. 当海图已经从当前位置被平移开而你想返回到当前位置时； 

2. 航行过程中，该按钮可以确保海图信息显示围绕本船，并且本船为海图的中心视图。 

http://www.doris.bmvit.gv.at/inland_ecdis/downloads/inland_ecdis_standard_20/
http://nts.flaris.be/default.aspx?path=NtS/Downloads
http://www.appd-bg.org/siteen/page.php?27
http://www.crup.hr/index.php?page=encdownload
http://www.lavdis.cz/index.php?pg=46&ln=cz
http://www.vnf.fr/ecdis/ecdis.html
http://www.elwis.de/RIS-Telematik/Inland-ENC-der-WSV/IENC-Dateien/index.php.html
http://www.vituki.hu/index.php?option=com_remository&Itemid=89&func=finishdown&id=44
http://www.vaarweginformatie.nl/fdd/main/infra/enc#enc
http://www.afdj.ro/electronic_map.html
http://www.crup.hr/index.php?page=encdownload
http://www.svp.sk/dunaj/default.asp?id=45&mnu=45
http://port-of-switzerland.ch/de/schifffahrt-behoerde/Inland-ENC.php
http://opencpn.org/downloadpilotcharts
http://map.openseamap.org/map/?layers=B0TFTF&zoom=5&lat=50.85705&lon=12.83342
http://www.antarescharts.co.uk/
http://www.hydrographica.se/
http://www.visitmyharbour.com/charts-for-opencp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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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移海图会取消自动追踪模式。再次单击 重新启动自动追踪模式。除非选择“选项->显示->对

光标进行缩放”（Options->Display->Zoom-to Cursor）进入平移状态，否则可以通过滚动鼠标滚轮进行缩放。  

■ 显示的海图可以有三种定向方式，一般情况下是北点朝上（North Up），有时是航向向上。当选择

“航向向上”（Course Up）时，OpenCPN 使用 COG（对地航向）。最早的在这两种模式间进行切换的方式

是右键菜单。其中在内河或者运河内航海时可能会用到航向向上。第三种定向方式是当我们使用倾斜海图

时所采用的“海图朝上”（Chart Up），但是目前可采用的最好的显示方式是北点朝上。 

■ 下图采用的是航向向上。“对地航向”（COG）是 41 度。注意，该矢量海图中的所有文本信息是如

何正确对齐的。只有在 OpenGL模式下才可以做到。右上角的红色箭头始终指向北方。  

 

■ 如果没有选择“选项->显示”（Options->Display）选项卡中的以“北点朝上方式显示倾斜光栅海图”

（Show skewed raster charts as North-up），倾斜海图中右键菜单中的“航向向上模式/北点朝上模式”（Course 

Up Mode/North Up Mode）开关选项会变成“航向向上模式/海图向上模式”（Course Up Mode /Chart Up 

Mode）。 

■ 如果 NMEA 数据流中电子罗盘可用，本船图标会被该航向定位。如果出现横流我们就能看出不同

之处。如下显示的船舶航向为 WNW，但是设置却是 SW。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 AIS 最小会遇距离（CPA：

Closest Point of Approach）。 

 

■  工具栏最右边的这个图标（蓝色）表示目前显示的是“北点朝上”（North Up）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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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图标红色时表示“航向向上模式”（Course Up）。这两种设置可以通过右键菜单切换，也可

以通过“选项->显示->航向向上模式”（Options -> Display -> Course Up Mode）进行设置。就在该选项下面

可以对“航向向上模式”（Course Up）的更新周期进行设置。这样可以使我们不被误导。 

■ 注意不论是蓝色还是红色箭头始终指向北方。  

■ 朝前看模式（Look Ahead! ）想要看到船舶前方更多信息，激活“选项 -> 显示 -> 朝前看模式”

（Options -> Display -> Look Ahead  Mode）。本船将不再是海图的显示中心，而是处于与 GPS 对地航向

（COG）相反的方向。 

■ 不要总是“朝前看模式”（Don't always Look Ahead！）如果本船在那泊着，着陆钩摇摆会产生随机

航向并且会减缓航速。如果这种情况下选择的是朝前看模式，海图显示会不停地更新，因为航向在不停地

变化而船舶位置又要尽可能保持朝前看。为避免这种情况，OpenCPN 会自动进行如下操作：  

如果船舶速度低于 1 kts，朝前看模式会被停用。 

如果船速大于 3 kts，朝前看模式可用。 

如果船速在 1 kts 到 3 kts 之间，朝前看距离会慢慢地被调整。 

如果船速已经大于 3 kts 还存在这种问题，考虑使用“选项->连接->过滤 NMEA 航程和速度数据”

（Options->Connections -> FilterNMEA Course and Speed data）来平均化“变化值”（jumpiness）。  

■ 以北点朝上模式显示倾斜光栅海图（Show skewed raster charts as North-up）。倾斜海图一般会被

专门设计成为“海图朝上”（chart up）显示。如果勾选该复选框，这些海图就会显示为“北点朝上”（North-Up）

模式。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激活“航向向上模式”（Course Up），显示模式为航向向上模式，只有在航向

向上模式未激活的状态下，显示方式才会出现不同。   

 

 

2.6 潮汐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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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不是所有的区域都有潮汐和潮流预报  

■ OpenCPN 有一个内置潮汐数据，它还可以使用任何传统 IDX 和二进制 TCD 文件。同时还可以使用

多个潮汐文件。更多内容阅读本页以下内容。 

■ 像所有预报一样，显示出来的数字是通过数学模型计算出来的，实际潮汐和潮流情况可能与预告情

况不同。 

 

激活潮汐和潮流显示 

■ 点击工具栏按钮 查看潮汐情况 

■ 选择 查看潮流情况。 

■ 重要信息：只有选择工具栏上这些按钮潮汐和潮流才会显示。 

 

显示潮汐 

■ 潮汐观测站显示为带“T”标识的绿色图形： 

 

■ 比例尺大于 1:500.000 的海图中，“T”变成黄蓝相间的竖直条。 

 

■ 竖直条包含很多信息 

■  潮升高于海图基准面 2.5m。蓝色部分表示“水”，竖条内的“V”表示潮汐正减为低潮。 

■  这里表示将要升为高潮。 

■  表示低潮。 

■  表示高潮。 

■ 右键任何一个图标的中间部分查看潮汐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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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航路点、航线或航迹在潮汐图标顶部或经过顶部，右键会出现这些功能的快捷菜单。查看潮汐

图表，点击菜单底部的“显示潮汐信息”（Show Tide Information）。 

 

■ 潮汐对话框中会显示观测站的名字及“数据源”（Data Source）文件名。如果该区域有很多资源，

这项功能非常重要。高潮和低潮的时间和高度会在右上部分显示。 

■ 当鼠标光标停留在对话框中时，会出现显示潮汐时间和高度的黄色框。底部的时间轴显示的是时间，

该例中时区为 Z +01:00，也就是 UTC+1，我们的常说的 GMT。 

■ 在北美洲大家习惯使用三字母缩写或四字母缩写来表示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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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潮流 

■ 可用的潮流监测站在海图中显示为橘色菱形，如果对海图进行放大，菱形上会出现箭头，指向设定

的方向。这里的“潮流”（Current 或 Tidal Current）在英国称作 Tidal Stream。 

■ 任何比例尺中潮流监测站主站显示为 。这些监测站没有方向显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右键查

询潮流的量级。 

 

■ 箭头表示的是潮流的方向和强度，箭头越大潮流越多。 

■ 用户可以通过修改 opencpn.ini (opencpn.conf)文件修改箭头大小。在“设置/其他”（Settings/Others）

中可以将“潮流箭头大小”（CurrentArrowScale）设为正值以表示潮流箭头的百分比比例因子。低于 100 表

示潮流比当前潮流小，高于 100 则表示潮流会变大。 

■ 右键橘色方块 查看潮流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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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航路点、航线或航迹在潮流图标顶部或经过顶部，右键会出现这些功能的快捷功能表。查看潮

流图表，点击菜单底部的“显示潮流信息”（Show Current Information）。 

■ 当箭头停留在对话框上时，会出现显示时间、速度和方位的黄色方格。  

■ 注意 OpenCPN 只能显示限制性航道内的水路内的“往复潮流”（Reversing Currents），如江河、海

峡。一般的“旋转潮流”（Rotary Tidal Currents）无法在该窗口中显示。但是有些地区的 Grib 文件中可以找

到。更多信息参考：Grib 气象插件 

 

使用另一个可替代性数据集 

■ 因为版权原因，潮汐和潮流的默认数据集很少。 

■ Xtide 是一款非常有名的自由潮汐应用软件（GPL许可）。它会定期更新英国和荷兰.tcd文件。目前

为止只有这两个地方有潮汐数据，并且可免费进行更新。最新更新数据请访问 Xtide 网站：

http://www.flaterco.com  

■ 网上有许多不同的数据集，覆盖面很广。有些数据信息非常陈旧，同时也含有很多错误，这其中很

多在 OpenCPN 默认数据集中做了更正。 

■ 很多地区没有可替换的数据集，OpenCPN 使不同数据集间的转换成为可能。此外，它还能同时使

用这些数据集。如果两个监测站在同一点，那么只可以显示其中一个监测站：  

 

■ 选择“选项->海图->潮汐&潮流”（Options->Charts->Tides & Currents），点击“添加数据集”（Add 

Dataset），按钮添加另一个数据集。  

http://www.flaterco.com/
http://www.flater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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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汐文件可以放在文件系统的任何位置，但最好还是对其进行有效管理。上图显示的是 Linux内置

数据文件默认地址，Windows 系统中一般在 C:\Program Files\OpenCPN\tcdata 目录下。 

■ 上图中最后两条目录显示的是最新 Xtide tcd 文件。 

 

2.7 标记和航线 

 

标记是其他功能实现的前提，比如创建航线，标记捕鱼点，标记好的锚地等等。 

一旦创建好一个标记，单击该标记就会看到其右键对话框： 

 

 

创建标记 

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法直接创建标记： 

■ 在船舶所在位置点击 Enter键或者空格键； 

■ Ctrl + M 可以在光标所在位置创建标记； 

■ 右键然后点击“标记”（Drop Mark）在光标所在位置创建标记； 

■ 每段航线起点和终点各有一个标记。  

继续阅读本页了解更多航线相关信息。 

通过以上方式建立的标记有三角形图标但是没有名称，使用菱形的航线除外。 

 

在创建标记时，可以通过改变 opencpn.ini(config)文件中的 DefaultWPIcon 值来改变默认图标。你可以

使用属性对话框中任何可用图标的名称。 

 

更多信息 

在“设置/其他”（Settings/Others）中将 DefaultWPIcon 设置为默认内置标记集合中的任一种（empty, 

airplane, anchorage, anchor, boarding, boundary, bouy1, bouy2, campfire, camping, coral, fishhaven, fishing, fish, 

floating, food, fuel, greenlite, kelp, light, light1, litevessel, mooring, oilbouy, platform, redgreenlite, redlite, rock1, 

rock2, sand, scuba, shoal, snag, square, triangle, diamond, circle, wreck1, wreck2, xmblue, xmblue_, xmgreen, 

xmgreen_, xmred, xmred_, activepoint）或者设为 filename of any of your UserIcons, without the the path 

and .xpm extension（你的用户图标的任一个文件名，没有路径后.xpm扩展名）。如果“用户图标”（User Icons）

文件夹中有一个叫做 MyICON.xpm的文件，其值可以简单设成“我的图标”（MyICON）。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并拖动的方式移动标记。 

我们可以通过右键某一标记，选择“删除”（Delete）删除该标记。 

系统针对创建、删除或者移动标记或航路点有一个内置撤销/重建（undo/redo）缓冲区。如果你创建、

删除或者移动了一个标记，通过右键对话框可以找到相关撤销/重建项。移动和创建标记的撤销/重建操作是

严格按照时间排序的而不是针对某一特定图标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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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右键菜单出现在多次移动某一标记然后撤销最后一次移动，删除一个标记然后撤销删除的情况。

CTRL + Z 和 CTRL + Y 是“重做/撤销”（Redo/Undo）的热键。 

我们可以通过右键选择“属性”（Properties）查看任一标记的属性，或者直接双击标记。访问标记扩充

阅读更多关于属性对话框的信息。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s）下的“航路点”（ Waypoints）页面管理标记。删除

航线中的标记同时会改变航线。某一图层中的标记是不可以改变的。阅读所有航线管理和 Gpx 数据 

可以通过“选项->用户界面”（Goto Options -> User Interface）锁定所有标记。 

 

勾选该复选框。通过这个功能可以很方便地避免意外移动标记，航行时激活该功能，计划航线是关闭

该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工具栏上的 图标，或者 Ctrl+空格键，激活人员落水标记。该标记看上去很像这个按

钮，该标记会被放在本船当前 GPS 定位位置。我们可以通过光标或者键盘（误操作）移动和删除该标记，

同样可以通过航线/航路点管理对话框进行删除。更多信息参考人员落水。  

标记扩充中有更多“标记/航路点”（Mark/WP）属性对话框。  

 

使用自己的图标 

OpenCPN 有很多不同的图标可以用作标记。右键或使用“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打开属性对话

框。对话框中的“标记图标”（Mark Icon）窗口显示了所有可用图标。   

用户可以安装自己的图标用来表示标记和本船。 

1. 在 opencpn.ini(config)文件所在位置创建名为“用户图标”（UserIcons）的目录，点击安装 OpenCPN

阅读查找目录（文件夹）指南。 

2. 将.png文件添加到该目录下。传统的.xpm文件格式一样可用。图标大小不限。文件名称（不包括

扩展名）就是新的航路点图标的名称。这些新图标会在“航路点属性”（Waypoint Properties）对

话框中出现，可用来表示任何航路点。它们同样可以放到 GPX Import 文件中。 

3. 用户图标页面包含很多用户指定图标集。 

4. 将你挑选的本船图片命名为 ownship.png 或 ownship.xpm，然后按上述步骤置于目录下来代替系统

默认的本船图标 。更多关于本船图标及其大小设置问题参考设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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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线 

点击 按钮开始创建航线。你也可以通过热键 CTRL R 开始创建。Esc可以结束创建。光标变成

铅笔，沿着你想绘制线路的位置一直单击。在一路点击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顺序标数的航路点，所标的

数字不会显示但可通过右键菜单或者“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在“航线属性对话框”（Route Properties 

Dialog）中查看。整条航线的运行总距离会在铅笔附近显示，同时还会显示最后标记的那个航路点到铅笔

位置的距离和航线。在创建航线时，当你添加的航线点附近刚好有一个标记时，OpenCPN会弹出询问是否

使用现存标记的窗口。如果选择“是”（Yes），已存标记就会被复制到该航线上。 

 

如果距离很长，特别是高纬度地区东西向航线，“创建航线”（Create Route） 工具自然地提供大圆选

项来替代墨卡托斜航线片段，更多信息请阅读大圆航行。 

 

将光标停在航线上可以看到扩展信息：航线名称（如果航线的名称是通过属性对话框进行设置的），航

线总长度，光标所在航线的长度和航向，在本条航线上已航行的航程，当前航段第一个航路点。  

看上图四个航段。总距离为 8.8 NMi。第三个航段为 1.89 NMi，真北方向为 160°，前两段的累计距离

为 4.76 NMi。 

如果你想要的航线延伸至当前显示的海图以外部分，将航线光标沿想要显示的方向移动，整个屏幕将

会平移到该区域。在创建航线的过程中你可以通过鼠标滚轮或者键盘+/-键进行缩放。在航线创建过程中你

也可以右键然后选择 MAX DETAIL HERE 或者‘Scale Out'达到这个目的。完成创建后右键从快捷菜单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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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结束创建（end route），或者直接点击 Esc键结束创建过程。  

现在，一条未激活航线（蓝色）就创建好了。激活航线显示为红色，未激活航线为蓝色。 

在航线上右键，打开右键菜单。  

 

 

多条航线 

OpenCPN 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处理多条航线。 

在一个会话中可以创建或者导入多条航线。 

通过“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控制每条航线可见与否。每条航线的最左边有一个“眼睛”，它就

像一个开关按钮。普通眼睛表示航线可视，眼睛上面有红十字表示该航线已经被隐藏。这种方式下，只有

重要的一条或几条航线可以看到。 

另一种方式就是先创建和导出航线，然后再在需要时候导入。 

按以下操作步骤将有用但不必要的航线从海图上清除掉：  

 ■ 创建名为 GPX_Routes 的文件夹，或使用其他合适的名字； 

 ■ 创建航线； 

 ■ 使用“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导出航线，使用描述性的文件名称保存在 GPX_Routes 文件夹

内； 

 ■ 从海图上删除该航线； 

 ■ 你可以将所有航线以一个大文档的方式导出或者也可以在创建好单条航线后直接导出并删除； 

 ■ 如果有必要，可以简单地通过“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中的“导入”（Import）按钮打开航

线文件。 

因为导入的 GPX 文件不同，有时候当我们导入一个航线然后又将其删除时海图上会留下航路点，想要

清除这些航路点： 

1. 打开“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点击“航路点”（Waypoint）选项卡，然后点击“删除所有”

（Delete All）按钮， 

2. 在弹出的“确定要删除所有航路点？”（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elete <ALL> waypoints）对话框

中选择“是的”（Yes）。 

 

保存和加载航线和标记 

■ 通过“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加载和保存数据请参考航线管理和 Gpx数据。 

 

激活和使用航线 

在航线上右键，将颜色从蓝色改为橙色，打开一个综合性的菜单。 



西安融成科技有限公司 出品                   KeyWords：opencpn 电子海图 

 

www.opencpn.cn   www.rochern.com 72 

 

 

点击 “激活航线”（Activate Route）或通过“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进行同样的操作，将航线

颜色从蓝色改为红色，新的航线信息窗口会在右边显示。一旦某一航线被激活，在不同的菜单下面会有“禁

用航线”（Deactivate Route）选项。 

点击航线上的一个航路点弹出一些选项，否则不可用。 

 

■ 属性（Properties），该对话框与单个标记的属性对话框一样 

■ 激活（Activate），给予选中的航路点而非航线的第一个航路点方位，这是默认设置。比如，将一条

导入的航线与任一航路点相连接时非常有用。 

■ 移除（Remove），从航线上移除但是不删除 

■ 复制为（Copy as kml），与 Qtvlm 或者 Google Earth 共同使用 

■ 删除（Delete），从航线上删除航路点  

■ 发送到 GPS（Send to GPS），在航线和航路点的右键菜单中有该项。如果像上图一样没有选择端口，

系统会显示一个选择输出端口的对话框。更改已选的端口，打开“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选择“发

送到 GPS”（Send to GPS）。 



西安融成科技有限公司 出品                   KeyWords：opencpn 电子海图 

 

www.opencpn.cn   www.rochern.com 73 

 

 

 

XTE  航迹偏差，你的船舶偏离航线的程度 

BRG  到下一个航路点的方位 

RNG  到下一个航路点的距离 

VMG  对下一个航路点有益的速度 

TTG  开往下一个航路点的时间  

 

右键顶端的“本航段”（This Leg）打开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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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当前航段还是整个航线,显示还是隐藏主要航道。 

 

自动操舵仪及航线 

如果已经在“选项->连接”（Options->Connections）标签页中定义了自动操舵仪输出端口, 当某一航线

被激活后 OpenCPN 会向 A/P 发送指令。OpenCPN 创建和发送 NMEA RMC 语句到 A/P 输出端口。更多信

息请阅读设置选项。 

OpenCPN 自动转入该航线的下一个航路点（使用到达半径为 0.05 英里= 92.6 米）。这一过程是自动完

成的用户无法进行设置也不能通过信号控制。 

一般情况下这个非常有效。A/P 一直“监视”着 RMB 字符串。它“看到”一个新的目的地经纬度、

新的航向，然后请求用户确认是否转向。Raytheon/Autohelm 就是以这种方式工作的。 

 

2.8 航迹 

点击航迹图标 对航迹进行开关。当航迹打开时，图标会变大，颜色会变深（如图）。航迹的意思是

指船舶航行过程中会留下航行足迹，也就是说船舶后面会看到航行的踪迹。航迹标记方式可以通过“选项

->船舶->本船”（Options -> Ships -> Ownship）进行设置。 

详细信息请查看本船。 

 

我们可以通过航线管理和 Gpx 数据对记录下的航迹进行导入、导出和管理操作。 

右键航迹，从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航迹属性”（Track Properties），弹出新的对话框。我们也可以通

过“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进行此项操作。所有追踪点都会被列出。下列截图中“追踪精度”（tracking 

precision）设为“中”（Medium）。因为智能追踪的原因，航路点、跟踪点显示非常不规律，只有对航迹有

意义的追踪点才会被记录下来。换而言之，在每个被记录的追踪点处航迹都会发生改变。点击对话框中列

出的任一追踪点对该航线进行标记，航线中该位置会出现蓝方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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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菜单中也有“删除航迹”（Delete track）选项，为避免误操作一般会有弹出确认对话框。更多关于

航迹的信息阅读航线管理和 Gpx数据页面下的航线管理下的“航迹”（ Track）页面。 

 

OpenCPN 的日志文件每隔半小时会记录一个航海日志条目作为备份。其格式如下： 

14:30:00 CEST: LOGBOOK: 2011-06-28 12:30:00 UTC DR Lat 44.43657 Lon -65.17280 

 

2.9 人员落水（MOB） 

点击工具栏上的“人员落水”（MOB）按钮 在船舶当前所在位置做下人员落水标记。或通过热键“Ctrl+

空格键”完成这项操作。屏幕上会出现人员落水标记，该标记被称作 MAN OVERBOARD at + 时间。 

海图上同时会创建并激活一个临时航线，该航线起始点为当前“对地航向”（COG）所在位置前 1 英里

的位置，终点位置为当前人员落水标记所在位置。海图上会显示指向人员落水标记的航向和航线。这个临

时三角形标记边上会显示一个标签“沿对地航向 1.0 海里”（1.0 NM along COG）。  

如果对地航向不可用，就不会创建航线但是人员落水位置被作了标记。当 GPS 未连接，或者 GPS 信

号暂时中断或者航速太慢 GPS不会测算对地航向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删除人员落水（MOB）   

临时航线是可以通过右键菜单进行删除的，但是使用者无法通过鼠标或者键盘移动或者删除 MOB 标

记，除非右键，“标记/航路点属性”（Mark/Wpt Properties）然后选择一个不同图标，然后再从右键菜单或

者通过“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删除标记（不包括 MOB 标记）。为避免误操作 Tout Manager 中“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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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全部”（Delete All） 项无法删除 MOB 标记。我们需要对这些标记挨个单独选中然后进行删除。 

我们可以同时创建多个人员落水标记，也可以同时创建多个临时航线。当前活跃的航线一定和最后所

做的人员落水标记相连。    

当遇到强大的潮汐和潮流时要慎用这项功能。水中的人不会一直在人员落水标记所在的位置，船舶和

水中的人都会随着潮流移动，而 OpenCPN 对此一无所知。 

刚作下人员落水标记： 

 

本船已经移动，人员落水标记离下一个航路点的距离为 0.65英里，到下一个航路点的方位为 200 度。

这种情况下一种做法是将三角形拖到本船位置。  

 

扔下第二个人员落水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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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设置选项（Setting Options） 

点击 按钮打开“选项对话框”（Options Dialog），该对话框有六个选项卡，如下图。所有与特定情境

无关的设置都通过这个对话框设置。 

 

显示选项卡（Display）  

 

航向向上模式下显示更新周期（Course-Up Mode Display Update Period）： 通过该项对所显示的海图

的更新周期进行设置。本船及 AIS 图标还是每秒更新一次。默认更新周期为 15 秒，允许将周期值设为 0。

默认模式为“北点朝上”（North-up），我们可以简单地通过右键菜单在两种模式间进行切换。 

朝前看模式（Lookahead Mode）：自动追踪和显示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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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网格（Show Grid）：在屏幕上激活经纬图层。该功能只有在“北点朝上”（North-up）模式下可以

使用。在本身没有网格的矢量海图中这些网格非常方便。  

显示深度单位（Show Depth Units）： 在右上角以浮凸字母的形式显示海图所使用的深度单位。如果

是在拼接海图模式下，只有当拼接海图中所有单张海图的深度单位一致的情况下才会显示。 

使用图形加速功能 OpenGL（Use Accelerated Graphics OpenGL）：阅读 OpenGL页面。 

稳定缩放和平移（Smooth Panning/Zooming）： 这一功能与 OpenGL共用效果最好。你可以试试它是

如何和显卡共同发挥作用的。如果你正在使用 OpenGL，勾选该项。该功能在下述“对光标进行缩放”（Zoom 

to Cursor）功能激活的状态下不能发挥作用。 

对光标进行缩放（Zoom to Cursor）: 一般情况下当你点击屏幕上任一点，屏幕显示将以你点击的位

置为中心。使用鼠标滚轮进行缩放也是以该点为中心。勾选该项，缩放会发生在光标所在位置。也就是说

在你进行缩放操作时，光标会一直停留原来的位置，其地理位置上变化也不大。这一功能的优势在于仅通

过光标就能对放大的位置进行精确调整。  

一旦该选项被勾选，稳定“缩放和平移”（Smooth Panning/Zooming）选项（如上）就彻底失效。 

海图切换时保留原比例尺（Preserve scale when switching charts）： 一般情在进行海图切换时，

OpenCPN 都会按照与海图的实际比例尺相近的比例尺打开该海图，缩放因子不变。勾选在选项，OpenCPN

在进行切换时一般会采用上一张海图的比例尺，但不绝对是这样。当你切换到较小比例尺海图，缩放因子

会变大。 

启动海图拼接（Enable Chart Quilting）： 海图拼接。 

关闭全屏拼接（Disable Full Screen Quilting）： 默认情况下，所有比例尺适当的可视海图都会显示在

拼接海图中。勾选该项，只有在屏幕中心重叠的海图才会被显示。这项简单的操作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高

系统性能。 

显示海图轮廓（Show Chart Outlines）：可用海图的边界可以通过该项得到显示。矢量海图的边界为绿

色，光栅海图的边界为红色， CM93 海图的边界为紫色。如果是在拼接模式下 CM93 海图轮廓是无法显示

的。安全起见，即便没有勾选“显示海图轮廓”（Show Chart Outlines）， CM93 中也会显示可用大比例尺

海图中的孤立危险物的轮廓，前提是在非拼接模式下且比例尺足够大。当比例尺等于或大于 1:200.000 时，

孤立的岛屿或者危险物会显示。因此当在很长的通道上进行航行时， 建议不要在 CM93 海图上使用拼接模

式。更多信息请阅读：安装海图。 

以北点朝上方式显示倾斜光栅海图（Show skewed raster charts as North-up）： 一般倾斜海图都是按

照绘图师设计的模式来显示，也就是“海图朝上”（Chart up）模式。通过该选项可以将它们旋转到北点朝

上模式。如果航行速度很快不要勾选该项。我放慢了屏幕渲染速度。美国海岸间的水路常用倾斜海图。更

多信息请阅读：自动追踪和显示方位 

 

连接选项卡（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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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选项卡的详细解释参考数据连接  

 

海图选项卡（Charts） 

已加载海图（Loaded 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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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条目（Add Directory）  在 OpenCPN 中我们通过添加海图文件所在文档目录的方式添加海图。

我们通过该项对海图进行添加和删除，更多信息请阅读：安装海图 

删除所选项（Remove Selected） 选择不再需要的海图，点击该按钮，选择“应用”（Apply）或“完

成”（OK）按钮。 

扫描海图并更新数据库（Scan Charts and Update Database） 如果你对海图目录作了任何更改，如从

NOAA完成新海图的下载工作后等等，请使用该项。对目录进行添加或者删除不需要勾选该项，因为这种

情况下数据库会自动被扫描和更新。  

重建全部数据库（Force Full Database Rebuild）当我们对地理定位、海图轮廓或者 kap 文件标题节部

分的其他属性进行了更改，我们可以通过该项来转换或者更正现有海图。  

 

矢量海图（Vector 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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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见矢量海图 

 

海图组（Char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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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见海图组 

 

潮汐和潮流（Tides & Cur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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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见潮汐和潮流  

 

船舶选项卡（Ships） 

本船（Own Ship） 

 

COG Predictor Length (min)（对地航向预测长度——最小值）: 以当前 COG在本船前方显示一条红

色虚线，小方块所在位置表示终点。按当前航速航行你会在预设的时间内到达该终点。6min 是比较好的引

航初值。如果你的船舶有一个 10 节 SOG，那么虚线长度为 1 海里。在沿海航道上 60 分钟可以，较长的深

海航道 24 x 60 = 1440 分钟可以。 

如果航向传感器在 NMEA 数据流中可用，并且和 COG 不同，这时会显示一个更精细，间隔更短的虚

线，其末端是一个开口小圆圈。 

 

船舶图标类型（Ship Icon Type）: 本船可以使用以下选项。 

 

默认（Default）: 除非你事先安装有 ownship.png 图标，否则选择该项会使用 OpenCPN 自带的图标，

更多安装自定义图标的信息见标记和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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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比例尺 Bitmap（Real Scale Bitmap）: 该选项会根据具体设置调整默认图标的尺寸。一旦我们使用

该项设置，对话框会扩展并显示更多“本船”（ownship）尺寸选择，参考下图： 

 

Length Over All (m)—— 总长度（米） 

Width Over All (m)——总宽度（米） 

GPS Offset from Bow (m)——船头 GPS偏移量（米） 

这些设置根据名称就能理解所以这里不多做解释。 

GPS Offset from Midship (m)——船中部 GPS偏移量（米）: 偏离右舷用正值，偏离左舷用负值。 

Minimum Screen Size(mm)——最小屏幕（米）: 屏幕显示的本船图标的尺寸，默认值为 1mm。 

Real Scale Vector，和“真比例尺 Bitmap”（Real Scale Bitmap）功能相似，但是该选项会使本船显示稍

微方正一些，它是电脑渲染的船舶。目前还无法改变 vector-own-ship。   

 

图中的点表示的是设置的 GPS位置。   

显示雷达环（Show radar rings）: 选择该项会以 GPS 所在位置为中心显示雷达环，这一功能在有些情

况下非常有用，比如避开危险。你可以根据直觉来选择这些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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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日追踪（Automatic Daily Tracks） 确保对每一天（本地时区的午夜到午夜）的所有航迹点进行

单独储存和管理（可能会分不同段）。  

如果选择该项，我们可以通过“切换追踪”（Toggle Tracking）工具启用和关闭追踪。如果储存的航迹

没有和昨天的航迹连在一起，在关闭追踪时该航迹会和之前的航迹连在一起。 

不相交的航段还是分开的，时间相邻的航段会连成一条航段。 

通过“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下航迹页面可以将不相交的航段选中然后通过右键菜单将它们连

接起来。 

每个午夜，追踪都会自动关闭然后打开以确保追踪是按天独立进行的。  

如果我们事先已经创建好一些航迹，然后选择“自动日追踪”（Automatic Daily Tracking），那么只有最

后一条航迹会和选择自动日追踪后的航迹连在一起。   

假定自动日追踪处于激活状态，一般情况下在追踪期间“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中可以看到两

条航迹：当前航迹（在海图上显示为红色航迹点）和之前积累的当天航迹。当我们关闭追踪后，屏幕上就

只显示一条当天航迹。   

如果需要改变时区，最好先关闭 OpenCPN。 

因为我们可以手动将航迹进行拆分和连接，所以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对航迹进行管理。 

每天的航迹都会自动以当地时区当日时间命名，当然也可以手动重命名。 

自动日追踪遵循“追踪精度”（Tracking Precision）中的设置，具体内容见下面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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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选择自动日追踪，OpenCPN 会按照原来的方式处理航迹。 

高亮显示航迹（Highlight Tracks）  会在航迹的两边显示一个 7~10m宽的高亮区域。单个航迹不能选

择这项。高亮区域主要是为了提醒我们沿着之前的航迹航行很可能会遇到 GPS 固有的不精确所导致的各种

问题。我们实际航行的航线是很可能在这个区域内但不一定就在中间。这不能说明海图绘制精确度有问题。

对于很多海图来说，谨慎的做法是假设海图所表明的比例尺有 1.5mm的偏差。对于比例尺为 1:20,000 的海

图来说这个偏差可能会达到 30m。 

 

 

追踪精度（Tracking Precision） 

 

在工具栏上“航迹”（track）按钮被激活的情况下，该设置会影响已保存数据的大小。同时还会影响航

迹的流畅性，尽管这一变化只有在放大到一定比例后才可以看到。 

OpenCPN 采用智能动态追踪，而且只采用对航迹有用的航迹点。比如直线航迹仅通过末端航迹点表现。

这一功能通过分析船舶后面的航迹实现。这个过程是在本船边上实时可见。它会保证良好的航迹精度同时

还会使得尺寸比较小。 

低（Low）: 对沿岸航道有效。 

中（Medium）: 适用于所有日常使用。 

高（High）: 只有在需要对密集操作进行文本编制的时候需要。 

 

AIS 目标（AIS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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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阅读：AIS 

 

用户界面选项卡（User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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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 OpenCPN 3.2 有以下语言版本： 

巴西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中文简体，繁体中文、捷克语、丹麦语、荷兰语、英语、爱沙尼亚语、

芬兰语、法语、加利西亚语、德语、希腊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挪威语、波兰语、葡萄牙语、俄语、

西班牙语、瑞典语、土耳其语 

在本页面中选择你所需的语言种类。确保你所选择的语言在你的电脑（Linux）中安装有支持的文件，

默认语言为英语。 

注意: 改变语言会改变字体格式设定。 

 

工具栏和窗口样式（Toolbar and Window Style）： 替代性操作方式参考工具栏按钮 

字型（Fonts）：屏幕上很多内容都可以进行字体设定。选择正确的字体大小对数值的显示形式有很大

影响。如果你发现有些内容阅读起来比较吃力，可以试试这个选项。注意，即便是矢量海图上的内容页可

以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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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截至对 Console Value 字体格式进行设置后的显示 

 

工具栏和窗口样式（Toolbar and Window Style）：替代性操作方式参考工具栏按钮 

 

字型管理模块有一个不足之处需要我们加以注意：   

如果想要某个字型在海图文本（ChartText）, Console 图标（Console Legend）, Console 值（ Console Value）

等特定列表中列出并且可编辑，首先我们需要先打开一些该类显示方式的内容 

比如：除非之前处理过一些 AIS 扩展信息（AIS Rollover），否则 AIS 扩展信息（AIS Rollover）不会出

现在该列表中。 

当然，如果你重新安装 OpenCPN，或者使用新的配置文件，该列表中所列出的条目数量会变得非常有

限。  

 

显示状态栏（Show Status Bar）：显示器底部的状态栏含有很多航海信息。如果你通过设置将这些信息

显示在其他地方，你可以关闭该状态栏以便有更多显示空间。 

在全屏模式下显示工具栏（Show toolbar in fullscreen mode）: F11 键可以打开/关闭全屏模式。 

激活透明工具栏（Enable transparent toolbar）：在 OpenGL 模式下该选项会变成灰色不可用，因为该

功能只能在传统模式下使用。在 Linux系统下我们有必要激活窗口管理系统，比如 Compiz或 GNOME Shell，

以便可以使用透明工具栏。  

经纬度显示为（Show Lat/Long as）：选择方位显示方式。该设置不是对所有插件都有用。 

启用报时钟（Play ship bells）：每隔半小时就会听到传统船用报时钟的声音。 

锁定航路点（Lock Waypoints）：除非可以看到航路点属性对话框。锁定航路点以免被意外移动。在航

行过程中一般要选择该复选框。  

确认删除航迹或航线（Confirm deletion of tracks and routes）：防止误操作而删除重要信息。 

 

插件选项卡（Plu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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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设置在如下页面中进行： 

关于插件 

仪表板插件 

Grib 气象插件 

 

2.11 数据连接 

 

OpenCPN version 3.2 对 NMEA信息处理结构进行了重新设计，包括新的 GUI 和监测窗口。该新设计

提供更多 NMEA信息管理功能，包括： 

- 通过 TALKER ID 或者消息类型对输入信息进行过滤。  

- 通过共享 I/O 端口及独立数据传输速率设置实现不受限制的虚拟输入端口复用技术，。 

- 可选择的消息回波能力，类似于第三方 MUX 应用。 

- 可编程输出端口信息，比如自动操舵仪接口。  

- 丰富的网络输入和输出，包括 TCP, UDP 和 GPSD 服务。 

- Windows 平台的 GPSD 客户端支持。  

■ 以上这些都是该版本与之前 OpenCPN 版本的区别所在。3.2 中没有定义的“自动操舵仪（autopilot）”

端口。自动操舵仪和任何一个可输出的数据流进行连接，可接收到所有存在于总线中且会被用户设置的过

滤方式过滤的信息。没有特定的共享 AIS 和 GPS 端口，因为所有端口都是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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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新版本中要注意的一点是消息源、消息目的地及传输媒介间完全正交。所有信息都通过内部消息

总线进行传输，且所有模块都可以使用所有信息。根据配置设置的不同，所有信息都可以被接收或进行重

新传输。如果信息进入消息总线，OpenCPN 针对不同情况进行适当处理。比如，如果是 AIS 信息，AIS 模

块会在接收到这个消息后进行针对性的处理。插件也可以接收所有信息。 

■ 我们通过一个实验室场景模拟来了解其功能。从上面的截图我们可以看到四个可用数据端口。GPSD

为本地主机端口 2947，/dev/ttyUSB1 为 AIS 端口，其次是连接到与本地网络相连的电脑上的输出端口，最

后是圣弗朗西斯科 AIS feed *。注意，该连接是按照优先等级设定自动排序的。该图截至 Linux 系统，但是

接收端是 Win XP 系统。两个设备用的是同一个本地广播地址 192.168.0.255 **，并使用默认的 10110 端口。

注意，本例用的 UDP 而不是 TCP。Win XP 接收端上的 OpenCPN 接受和显示前三个端口传输的所有信息，

如果 VDR 插件正在运行，其还能接收该插件传输的数据。所有输入信息都被混合在一起，并可传输到外部

电脑上。船上的每一台电脑都可以被看作是主机的中继器。 

■ 注意在这个例子中，真正的 NMEA源的优先等级高于重新传输到广播地址的 UDP 这一点是非常重

要的。原因在于本地网络的所有主机包括消息发送方接收广播，而且为避免永久源降低优先性是必要的。 

旧金山 AIS IP 地址已经变为 76.103.90.196，其端口号还是 9009。 

在几台电脑组成的局域网中使用广播地址没有什么优势。在传输电脑上设定外发连接和设定接受电脑

地址一样简单。接收端指定传输器为连接地址。  

 

■ 在现实生活中，普通的安装包括来自于 GPS、AIS 的输入和到“自动操舵仪”（Autopilot）的输出。

如果你的 GPS 产生 GPRMC，那么这些信息会被自动传输至自动操舵仪。即便是在航线没有被激活的状态

下，内部多路复用总线里的一切内容都将被传输到自动操舵仪连接着的输出端口。如果航线被激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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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CPN 会创建和发送 NMEA（EC）RMC 语句至数据输出端口。OpenCPN“合成”一个 ECRMC 语句的

唯一原因是为了覆盖当系统里没有其他 RMC 源时出现的一些奇怪状况，或者自动操舵仪需要变化、SOG

等。比如如果较老的GPS独自产生没有VAR的GPGLL，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已传输且合成过的 ECRMC

中没有新信息。  

■自动操舵仪可能会“抱怨”其接收的 RMC 信息同时源于两个不同的消息传送者（GP 和 EC）而不

能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如果“不喜欢”ECRMC，那么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将其从连接到自动操舵仪的端

口的输出流中过滤掉。或者为该端口选择只接受 GPRMC 和 ECRMB 的过滤器。 

■ NMEA 航向和航速数据过滤器（Filter NMEA Course and Speed Data）：可以通过对采样周期进行

设置提供 COG/SOG变化平均值。当源于 GPS 的航向和速度因为海面状况变化而出现不规律变化时，这项

功能就非常有用。仪表板插件不受该项设置的影响——COG 和 SOG还是每秒更新一次。 

 

■ 显示 NMEA调试窗口（Show NMEA Debug Window）：如果你选择该项，那么屏幕上会出现一个

窗口显示进出 OpenCPN 的 NMEA 数据语句。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工作状态的彩色编码。有时候也会

出现红色信息，这表明传输错误。连接优先性变化方面的信息同样也会出现在 NMEA调试窗口中。AIVDM

信息会作为输出信息被丢掉或者显示的原因在于该信息不只一个源但过滤器却只适用于一个源。  

■显示所有信息（To see all messages）：当 NMEA调试窗口开着的时候，彻底关闭 Options 对话框非

常重要。如果连“接对话框”（Connections）开着，自动操舵仪输出功能就无法发挥作用，因此 ECAPB 语

句等就不会出现。   

■ 已知问题：暂停按钮只有当“选项”（Options）主窗口关闭的时候才能使用。在 Linux 系统中，除

非Options主窗口已经关闭，否则调试窗口只能通过取消选择Show NMEA Debug Window复选框进行关闭。 

■ 如果调试窗口中有 NMEA语句，这表明 OpenCPN 在“数据连接”（Data Connections）中打开了端

口设置。注意，每一个 NMEA语句源出现在每一行的时间标记后面。如果你已经对 GPS 端口进行了配置，

但是却没有“红色”的船，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没有 GPS船位或者 GPS 错误语句配置。  

■ 源于 GPSD 或者 VDR（航行数据记录仪插件：Voyage Data Recorder）的信息也会在调试窗口中出

现。 

■将以下内容添加到你的 opencpn.ini 文件中以便对 NMEA数据流进行简单调试：在“设置”（Settings）

下添加一行 

DebugNMEA=1500 

这一设置将向 opencpn.log 文件提供最多 1500 条与 NMEA traffic 相关的调试信息。 

■ GP3X输入过滤格式上传（Format uploads for Furuno GP3X input filtering Furuno）：如果需要

Furuno GPS 协议，选择该复选框。因为 Furuno 有自己的 NMEA版本用来上传路径。Furuno GPS 用户需要

注意。现在允许使用两位数的 OpenCPN 路径名称，如 10, 21 等等。 

■ 使用 Garmin GRMN (Host)模式进行上传{Use Garmin GRMN (Host) mode for uploads}：如果你有

Garmin GPS，确保已经选择了该复选框。Garmin 设备无法通过标准 NMEA0183 进行路径上传。所有 Garmin

接收器都有这个特点。 

 

数据连接（Data Conn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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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对话框“（Connections）右边的“添加连接”（Add Connections）和“删除连接”（Remove 

Connections）是整个选项卡的关键所在。  

■ 每个连接线最左边的“启用”（enable）项对于管理连接非常有用，但是只是使用那些目前需要的连

接。选择或者取消选择该项，然后点击“应用”（Apply）按钮，激活设置。  

■ 输入和输出可以同时使用一个连接，但是必须使用相同的传输速率，更多信息请继续阅读本页。 

■ 点击“添加连接”（Add Connections），弹出两个选项：“串行”（serial） 或“网络”（network）连

接。 

 

添加串行连接（Add a Serial Connection）   

■ 数据端口（DataPort）：通过点击该栏右边的 \/ 选择一个端口。如果你想选择的端口不在选择区域

里面，在该栏键入合适的端口号。  

■ 传输速率（Baud Rate）：GPS 一般为 4800，AIS 一般为 38400。检查已连接设备的文档，一定要

确保输入信息的准确性。     

■ 协议（Protocol）：供将来使用，目前使用的仅是 NMEA 0183。 

■ 优先性（Priority）：数值越大优先性越高。每个 NMEA 语句的优先性是单独设置的。只要高优先

性的数据流可用，就会使用该数据流，如果该数据流出现故障，次优先数据流开始启用，直到高优先性的

数据流出现。有些情况目前使用的过滤器无法处理，如位置信息会来源于不同语句。比如 GPGLL和 GPRMC

都会传输位置信息。最后接收到的两种方式传输的信息的会被采用。 

■ 控制检查总和（Control Checksum）：每个 NMEA语句末尾都有一个检查总和。通过它可以确保每

个句子都被正确接收。因为 OpenCPN 会计算检查总和并且会与接收到的检查总和进行比较，因此系统默认

选择该项。只有检查总和有效的语句才可以传输。有些情况下取消选择该项非常有用，比如当某个应用程

序计算检查总和错误。       

■ 使用 Garmin（GRMN）模式进行输入{Use Garmin (GRMN) mode for input}：如果你有 Garmin GPS

设置为该模式，确保勾选此项，因为 Garmin 使用的是自己的串行协议。 

 

添加网络连接（Add a Network Connection）  

 

■ Protocol（协议）：有三种协议可选：TCP, UDP 和 GPSD。 

■ TCP：TCP 是标准互联网协议。有些情况只能选择该协议，比如，如果你通过互联网接受 AIS。如

果与 NMEA 可用的设备进行交互通信，那么通信一般是建立在 TCP 端口 10110，而不是 UDP 端口。UDP

不会建立会话。  

■ OpenCPN 还可以作为 TCP 服务器使用。但目前因为还存在一些限制，所以每台服务器只能有一个

客户端。可以与.0.0.0.0:10110 地址相连并激活输出。客户端连接到与服务器端口相同的服务器的 IP 地址，

本例中为 10110。通过服务器地址进行接收的连接设置不是什么好主意。TCP 可以这样设置，但是 UDP 建

议按如下方式操作。 

■ UDP：NMEA 数据本地传输最理想的协议。因为它是一种非连接的协议，所以也就没有客户端和

服务器的概念。它只是一个数据流，就像 NMEA。信息以合理的频率进行重复，所以会掩饰间歇性传输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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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 GPSD：GPSD 是一个 Unix/Linux GPS 服务器，也就是说几个不同设备可以使用同一个 GPS 接收器。

Linux用户可以选择串行连接或者 GPSD 连接进行 GPS 输入。 

■ OpenCPN 同时也支持 Windows 客户端，所以装有 Windows 系统的电脑应该可以连接到网络中运行

的 GPSD，可用于替代上述 UDP 连接。 

■ 地址（Address）：要连接的网络地址的端口号。在上述例子中我们为了方便选择的是广播地址，但

是指定接收和发送的主机同样有效。 

■ 端口（Port）：网络地址（network address）中要连接的端口。UDP 的默认端口是 10110。端口 10110

是 IANA为了“NMEA-0183 航海数据”（NMEA-0183 Navigational Data）而指定的。这个端口是可以改变

的，但是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如下，GPSD 的默认端口是 2947 但不要改变它。 

■ 本地连接使用数值比 1023大的端口，并请不要使用其他设备使用的端口。49152 ~ 65535 之间的端

口没有指定给其他设备，所以应该可以使用。确保你选择的端口没有被任何防火墙阻塞。 

 

网络 GPSD 连接（Network GPSD connection） 

 

■ 当连接到你本地电脑上运行的 GPSD，使用以上设置。 

 

连接过滤器（Connections Filter）  

■ 针对数据连接窗口中的每个资源行，我们可以指定接收什么 NMEA 语句、丢弃什么语句。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指定发送什么语句，比如发送给自动操舵仪。 

■ 每个连接所使用的过滤器也是在“数据连接”（Data Connection）窗口中的“过滤栏”（Filters）进

行指定的。每个连接默认情况下没有过滤器。  

■ 我们可以通过调试窗口中的颜色编码实时对过滤情况进行监控。 

 

■ 只接受语句（Accept only sentences）：选择接受什么语句。 

■ 忽略语句（Ignore sentences）：选择忽略什么语句。 

■ 点击 选择过滤器，弹出以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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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对话框中列出很多 NMEA语句，勾选复选框选择语句。同时可以选择“选择全部”（Select All）

或“清除全部”（Clear All）。 

■ 对于没有出现在列表中的语句，点击“添加”（Add），输入新的 NMEA语句。 

 

■你输入的内容要符合以下要求： 

 

■ 当完成输入后点击 OK，你刚输入的语句就会出现在过滤列表中，而且已经被勾选上了，所以直接

点击 OK 直到返回刚开始的“连接”（Connections）标签页，点击“应用”（Apply）。完成的过滤器会在连

接行出现。更多信息请继续阅读以下内容。 

■ 在该端口输出（作为自动操舵仪或 NMEA中继器）{Output on this port (as Autopilot or NMEA 

repeater )}：如果需要使用该连接进行输出，勾选该项。一般用于传输 NMEA到自动操舵仪。 

■当某个航线被激活后，OpenCPN 创建和发送 NMEA、ECRMB 和 ECRMC 语句到 A/P 输出端口。如

果其他地方不存在变差，OpenCPN 会接收来自 WMM 插件的变差，如果该插件已经安装并且启用。 

 

输入过滤（Input Filtering） 

■ 举一些具体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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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上的过滤器连接，过滤器栏中会显示以下信息： 

 

 

如果选择的是忽略语句（Ignore sentences），会显示如下信息： 

 

输出过滤（Output Filtering） 

■ 和上述输入过滤类似  

 

传输三个语句。 

 

发送至 GPS 

 

如果选择“丢弃”（Drop）： 

 

 

连接注意事项（Connection Notes） 

■ 如果你已经有应用通过串行端口连接到 GPS，OpenCPN 就无法连接到同一个端口。两个程序无法

同时使用同一个端口。如果在 Linux上遇到这种情况，请使用 GPSD，当然需要“其他应用”（other application）

支持 GPSD。  

■ 如果一个 NMEA 语句在输入连接处被过滤掉，它还是会进入内部多路复用器。所以，除非在输出

端口将其过滤，否则 NMEA语句还是可以输出连接。这只适用于串行连接。在输入端口回响网络连接以便

进行输出不适用。  

■ 如果是进行 UPD转播，我们需要将“真正”的 NMEA输入的优先性设置得高于 UPD流。否则会

出现问题。原因在于如果你正在进行转播，你也会接收到 UDP 信息，这些信息会再次重新传输。显然，它

会复制“真正”的输入数据。这样每个信息源的优先性会颠倒，因为它们优先性相同。比如，将 UDP 优先

性设置为 0，“真正”的输入连接的优先性设为 1 或者更高。 

■ 当我们使用的是 UDP，只有输出连接需要 UDP 地址，广播地址可以是 x.x.x.255。虽然输入连接不

要求指定地址但是我们还是建议指定地址。输入和输出都需要设置端口，默认是 10110。 

■ NMEA数据还可以来自 VDR 插件。在调试窗口中它们可能也是这样被标记并且其优先性设为 0。 

 

向自动操舵仪发送现用航线（Sending an Active Route to an Autopi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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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自动操舵仪和某个端口进行了连接，并且激活了输出，在进行航线激活时，OpenCPN 发送

ECRMB, ECRMC 和 ECAPB NMEA语句给自动操舵仪。 

 

发送航线和航路点到一个 GPS（Sending Routes and Waypoints to a GPS）  

■ 航路点、航线的右键菜单及“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对话框中的“发送到 GPS”（Send to GPS）

功能没有和“连接”（connections）连接。上传端口没有必要出现在“数据流连接”（Datastream connections）

列表中。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OpenCPN 建议用户定义一个上传端口。我们可以通过点击“航

线管理”（Route Manager）对话框中的按钮对端口进行更改。 

■ NMEA 不为航路点或航线的上传提供握手。所以，OpenCPN 只是从端口发送航线和航路点信息，

而并不知道是否有端口接收这些信息。 

■ Garmin 协议提供握手，因此 OpenCPN 可以确定信息是否正确上传。如果用的不是 Garmin 设备则

Garmin 协议不会发挥作用。  

■ 如果是标准的 NMEA，“航线已成功加载”（Route successfully uploaded）指令没有什么意义。你可

以理解为只是发现了一个端口并成功写入了该端口。 

■ 如果是“hockey puck”GPS 接收器，它会忽视航路点和航线上传，因为对于这种信息他们没什么

要处理的。 

■ 要记住的关键点是：航线和航路点上传过程与正常运行的“数据流”（Datastream）的操作是完全分

开的，它们是两个独立的子系统。  

■ 可以同时将“数据流”（Datastream）GPS 端口设置为输入和输出设备。有些用户很自然地会想到这

是航线和航路点的上传需要这样设置。大多数 GPS 接收器会忽略输入语句而非航线和航路点的上传。 

 

2.12 快捷操作 

 

OpenCPN 原生热键如下。因为电脑上其他设置不同，所以不完全是这样。 

■ Ctrl +空格，人员落水（Ctrl + Space Man Over Board）：将 MOB 标记定位到当前 GPS位置。 

■ 在海图上单击：以该点位中心显示。 

■ 双击矢量海图：显示该点的所有信息（以下情况除外）。 

■ 当光标变成绿色时，点击会使得画面朝箭头方向平移。 

■ 双击 AIS目标：显示“目标查询”（object query）对话框。 

■ 双击标记或航路点：显示“标记属性”（Mark Properties）对话框。 

■ 双击航线或航迹：显示“航线/航迹属性”（Route/Track Properties）对话框。 

■ 右键任何海图：打开上下文菜单。 

■ 键盘上下键：移动海图视图。 

■ Alt+键盘上下键：缓慢移动海图视图。 

■ +：放大 

■ -：缩小 

■ Ctl+：小尺度放大 

■ Ctl-：小尺度缩小 

■ Ctl+鼠标滚轮：小尺度放大缩小。 

■ Esc：结束航线创建进程，停用“测量铅笔”（measure pencil）。  

■ F2：开关自动追踪。 

■ F4：开始测量工具，Esc退出工具。 

■ F5：如果海图存在“白昼”（Daylight）,“黄昏”（Dusk）和“夜晚”（Night）模式，该键可以对这

些模式进行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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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6：普通调暗，整个屏幕逐步变化 

■ SHIFT + F6：调亮 

■ F7 or Ctrl +左指箭头：大比例尺海图（放大） 

■ F8 or Ctrl +右指箭头：小比例尺海图（缩小） 

■ F9：如果“拼接”（quilting）在工具栏上显示，该键可以对海图拼接功能进行暂时开启/关闭 

■ F11：切换到全屏 

■ Enter或 Space 键：在当前 GPS 位置做标记 

■ Ctrl + B：显示/隐藏“海图栏”（Chart Bar） 

■ Ctrl + G：在绿色、红色和普通屏幕间循环（单色） 

■ Ctrl + M：在当前光标位置做标记。 

■ Ctrl + Q：退出 OpenCPN 

■ Ctrl + R：开始“航线”（Routing）工具。Esc退出航线绘制 

■ Ctrl + Y：撤销航路点和标记的创建、移动或删除 

■ Ctrl + Z ：撤销标记和航路点的创建、移动或删除 

■ L：打开/关闭所有“灯”（Lights）。“ENC 船员标准”（ENC Mariners Standard） 显示类别 

■ O 或 F12：显示/隐藏海图轮廓 

■ T 或 F3：显示/隐藏 ENC文本（ENC Text） 

■ S：显示/隐藏 ENC 水深点 

■ A：显示/隐藏海底地貌，抛锚时有用  

■ D：显示/隐藏 CM93 详细滑块（CM93 Detail Slider）。只有在滑块失去焦点时才能用隐藏 

Ctrl-G 在某些 Windows 系统上可能无法发挥作用，具体取决于系统所使用的显卡驱动。 

 

 

3. 高级功能 

 

只有当 OpenCPN 不运行的时候才能对 opencpn.ini (opencpn.conf)文件进行编辑。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OpenCPN 的高级功能。 

 

3.1 AIS 

 

Wikipedia 对 AIS 进行了整体性的介绍。 

以下截图向你大致展示了“AIS 目标”（AIS targets）的外观，及其在 OpenCPN 中的运用： 

http://en.wikipedia.org/wiki/Automatic_Identification_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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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可以看出：“朝前看”（Lookahead）模式处于激活状态，本船航向和航速分别为 352 deg，13.8 kts，

后面跟着一条激活的航迹，前方有一条虚线显示航线。航线末端有一个点，表示六分钟后到达的地点，或

表示前方 1.38 海里的地方。一艘船正从另一个航道迎面驶来。本目标前面也有一条线和一个点，表示的是

这艘船的航线和这艘船 6 分钟（可自行配置）后要到达的地点，其后也有一条航迹。红黄虚线连接着的两

个点表示的是“最小会遇距离”（CPA - closest point of approach），或者说是依照当前的航向和速度，两船

相互间靠得最近的点。这艘船是红色的，因为它对于本船来说是一个潜在危险。图中弹出一个 AIS 目标警

告对话框。 

关于这艘发送 AIS 信号的船舶，图中显示了很多相关信息： 

 

光标停留在朝西南方迎面驶来的这艘船上。我们还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接收到所有信息。我们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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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的名字，而只有一个 ID 号，也就是 MMSI 号。黄色弹出窗口中所显示的内容正是在 “AIS 扩展信息”

（AIS Rollover）顶部设定的内容。 

 

这艘船是通过名称来辨别的，因为对本船没有潜在危险，所色显示为绿色。 

 

如果我们双击一个目标，系统会弹出如上对话框。对话框中显示很多相关信息。“最小会遇时间”（TCPA）

到达“最小会遇距离”（ closest point of approach）的时间，也就是本船与另外一条船相离最近需要花多长

时间。关于目标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marinetraffic.com/ais/shipdetails.aspx?。 

 

右键一个目标，打开关于 AIS 的对话框。 

 

AIS 目标列表（AIS Target List） 

http://www.marinetraffic.com/ais/shipdetails.aspx?mmsi=%22MM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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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 AIS 信息显示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右键菜单打开“AIS 目标列表”（AIS target list）。单击每一列

的开头，按照该列内容对整表进行排序。比如，点击 range，最近的目标就会被排在最上面。再点击一次，

最近的目标会排在最下面。 

激活“搜索和营救目标”{ Search And Rescue Target (SART)} 和“数字选择性呼叫”{Digital Selective 

Calling (DSC)}，危险目标始终显示在列表顶端，即便是对其进行排序的情况下。 

纬度大于+/-85 度 的 AIS 目标的 Brg显示为“不可用”（unavailable），OpenCPN 不适用于极区航行。 

目标信息按钮（Target Info）：点击一个目标进行突出显示，然后点击该按钮显示信息对话框。 

中心视图按钮（Center View）：选中一个目标，然后点击该选项，屏幕会以该目标位中心。 

限制范围（Limit Range）：本列表只会显示范围小于或等于该数值的目标。 

目标计数（Target Count）：AIS 目标总数。 

 

AIS 应答机和本船（AIS Transponder and Ownship）  

OpenCPN 3.2 不会以 AIS 目标的形式显示本船（如 AIVDO 信息）。本船也不会出现在目标列表中。

AIVDO只在主航线中进行处理。 

之前的版本会显示本船，但只是一个 bug。 

以前 AIVDO（本船）信息在数据流中出现只是说明应答机处于开启状态，并可以接收 GPS 信号。唯

一能够检测应答机输出的方式就是通过独立的 AIS 接收器接收。 

 

AIS 数据端口（AIS data port）  

在“连接页面”（Connection Tab）选择 AIS 输入端口。AIS 按钮在工具栏上的显示会因为以下状态而

不同。  

 AIS 激活（AIS Alive），默认的 AIS 按钮。只要在工具栏激活 AIS 端口，该按钮就会显示。AIS

接收器处于工作且没有利害目标的情况下也会显示该状态。  

 AIS 激活和活动（AIS Alive and Activity），AIS 按钮右下角位置有一个点亮的绿色小圆圈。如果

每 4 秒至少有一个 AIS 信息，这个小圆圈就会一直亮着。  

 AIS 被抑制（AIS Suppressed），该按钮仅表示工具栏 AIS 页面中的“目标抑制”（target suppression） 

处于激活状态。上图就有两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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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制所有泊定/锚定目标及对话框中指定的最大速度的显示（Suppress display of all moored/anchored 

targets, max speed specified in dialog） 

    * 抑制泊定/锚地目标的提醒（Suppress Alerts for moored/anchored targets） 

如果通过工具栏 AIS 页面对警告（alarm）进行设置而使得 AIS 警告按钮（AIS alarm）被激活，该按钮

会被 AIS 警告按钮取代。    

 

 AIS 警告（AIS Alarm） 出现了一个目标触发工具栏中 AIS 页面定义的“警报”（alarm）。“最小

会遇距离计算”（CPA Calculations）的三项设置决定是否触发及何时触发警报。  

 AIS 不可用（AIS Disabled） 即使有目标，目标也不会在屏幕上显示。这个按钮是其他按钮的开

关。比如，如果 AIS 警告处于激活状态，点击 AIS 警告按钮，就会变成 AIS 不可用按钮，屏幕上所显示的

所有目标、警告灯都会消失。再次点击该按钮，一切又会回到原来的状态（AIS 警告按钮回到激活状态，

所有信息显示出来）。  

 

工具箱 AIS 页面（The ToolBox AIS Tab） 

 

该选项卡也控制很多 AIS 显示信息。对于该选项卡不存在最佳设置。你需要依据自己所在位置、所选

航海类型及所用船舶种类进行设置。 

 

最小会遇距离计算（CPA calculation）：何时计算最小会遇距离及何时激活警告。  

该项设置存在三个复选框，用户可以通过设置对其激活： 

1. 如果船舶离得很远，就没必要计算最小会遇距离。在繁忙航道如果我们设置合理的数值会减少

混乱，提高航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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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第一条相似，该项设置决定何时触发最小会遇距离警告。警告的方式可以是屏幕显示外加声

音提示。当警告触发后，屏幕上会显示最小会遇距离。 

3. 类似第二条，设定最小会遇距离警报时间的长短。 

如果目标在第一条设定范围内而系统没有发出警报，我们可以通过右键目标显示最小会遇距离。 

 

在“显示目标最小会遇距离”（Show Target CPA）和“隐藏目标最小会遇距离”（Hide Target CPA）之

间进行切换。 

访问更多目标最小会遇距离信息了解其他技巧。 

 

丢失目标（Lost Targets）：决定屏幕如何处理丢失的目标。 

1. 如果在设定的时间内没有接受到传输，目标就被认为是丢失了，目标在屏幕上的显示会改变，

变成中间有一条黑杠 。 

2. 过了设定的时间后，丢失的目标会从屏幕上消失。 

 

显示（Display）: 船舶的航向和航速能否及如何在屏幕上显示，及静止的船舶是否需要在屏幕上显示。 

1. 船舶前方会出现箭头代表“对地航向”（Course Over Ground）。箭头的长度及其末端的点代表的

是在设定时间内算出的位置。设置一个易于计算的数值。如果一艘船舶以 15 kts 的航速向你迎面驶来

而时间设定为 6 min，那么这个点会在船舶前方 1.5 海里的位置。  

2. 一个目标后面会出现一条航迹。这样有助于了解目标船舶的航行意图。 

 

3. 如果船舶行驶速度比设定速度小，锚定或停泊的目标  不会显示。该“航海状态”（Navigational 

Staus）是船舶设定的，不一定准确。 

注意，对地航向值低于该值的目标的对地航向箭头不会显示，因此输入较小数值非常重要。 

4. 显示区域信息说明（Show Area Notices）：更多 AIS 区域信息   

5. 显示 AIS 目标真实尺寸（Show AIS targets real size）：放大一个目标最终会显示一个真实尺寸的

矩形，如果存在的话。从下图可以看出航向（course）和艏向（heading）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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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信息（Rollover）：选择该项，当把光标停留在一个目标上时会显示相应信息。当我们选择所有项

后会显示以下内容： 

 

 

最小会遇距离/最小会遇时间警告（CPA/TCPA  Alerts）：当触发一个警告，设定该警告的目标周围会

出现一个红色锯齿状的圆圈。我们还可以为对目标设定其他事件，以提高警惕。在实际航行过程中，一定

要确保设定了警告声。 

1. 当警告触动后，在屏幕上显示提示对话框及目标的信息。  

2. 当触动警告时发出声音。  

3. 不要对于锚定和停泊的目标显示警告。  

选择警告声音（Select Alert Sound）：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警告。如果我们进行了锚更设置，该警告还

会被使用。基于版权问题，系统只有少量声音文件。用户可以自己添加".wav"声音文件。在 Linux系统中这

些文件存在于"/usr/local/share/opencpn/sounds/"目录下，在 Windows XP 中，这些声音存在于 C:\Program 

Files\OpenCPN\sounds 目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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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警告声音（Test Alert Sound）：测试选中的声音并确保这一重要功能正在工作。 

开启目标警告应答超时（Enable Target Alert Acknowledge timeout）：一旦触发目标警告应答，该设定

的时间是警告再次响起的间隔时间（如果还可用）。  

 

什么时候触发警报？ 

如果你的船舶接近最小会遇距离，航程扩展线上的蓝点与前述状态设置相吻合，就会发出警告。一旦

相关船舶相互错开，最小会遇距离距离增加，即使系统还在应用前述状态设置，警告也会停止。 

 

目标的快速参考： 

注意，AIS 目标位置报告不可用的情况下会显示为灰色。 

 激活的“AIS 搜索和营救目标”(AIS SART)，是一个遇险呼叫，类似于无线电话求救信号传输。 

更多信息请访问：AIS 搜索和营救目标(AIS SART) 

 对“AIS 搜索和营救目标”(AIS SART)设备进行测试时显示的图标 

 潜在危险 

 没有危险，没有监测到（没有收到名称） 

 没有危险，已经监测到 

 丢失的目标 

 失去定位的船舶——位置不可用。显示的是最后出现时的位置 

 不受控制的船舶 

 调动能力受限的船舶 

 吃水受限的船舶 

 搁浅船舶 

 从事捕鱼的船舶 

 高速及地效翼船，包括水翼船、气垫船及使用地面效应的低飞船舶。 

 锚定或泊定的船舶。当传输的“航海状态”（Navigation status）是“停泊”（at anchor）时显示。

无法保证该状态就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在发射船舶上经人工设定的 

 注意本船黄色圆圈中间的黑线，它表示该船舶正转向港口（左）。也可以从更新显示中的滞舵看

出。右键菜单下的“AIS 目标查询”（Ais Target Query）对话框中的“转速”（ROT - Rate Of Turn）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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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V 型船尾表示的是“B 类”（Class B）目标。拖船及领航艇经常携带 B 类应答机。这些主要

是为了小型商船、捕鱼船及游艇设计的。 

 该内陆蓝色旗帜（"Inland Blue Flag"）是欧洲、内陆 AIS 标准的一部分，一般在内陆水域会遇到，

表示该船舶需要一个"右舷-右舷"通道或横渡. 该“蓝色信号”（Blue Signal）是由目标船舶手动开关的。 

 航标，航海辅助设备，比如带 AIS 发射机的浮标和灯塔。 

 航标，航海辅助设备，离开其固定位置。比如已经随波漂流的配有 AIS 的浮标。 

 虚拟航标，虚拟航海辅助设备，不是真的标记。很多情况下有用，如新的沉船 

 AIS 基站（AIS Base Station） 

以下信息只有在 DSC 信息及 GpsGate 信息因为使用多路转接器混合进入 AIS 输入流的情况下才会显

示。更多信息见下页： 

 DSC 站 

 DSC 站传输呼救信号。视作无线电话求救信号呼叫 

 GpsGate Buddy目标 

 

3.1.1 AIS 搜索和营救目标(AIS SART)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US FCC）已经批准通过“AIS 搜索和营救目标”(AIS SART)设备进行的传输。

这些设备原来是为 SOLAS 级船舶设计的，用来代替救生艇上的雷达 SART。但是其设计效率使得它可以被

用于 MOB 设备上。(www.exactearth.com/media-centre/exactblog  2012/5/3) 

市场上现有传输 AIS 信息的“搜索和营救目标”(SART)或者 EPIRB 在售。在紧急状况下，该位置会在

OpenCPN 上以 AIS 目标的方式显示。“AIS 搜索和营救目标”(AIS SART)可以是船舶、救生艇或者 MOB

设备上的一个设备。不管是哪种，它们都是通过以下图标来表示紧急状况的： 

 “搜索和营救目标”(AIS SART)图标，显示遇险目标，这是一个无线电话求救信号（Mayday）。 

在 OpenCPN 中遇险信号是由“搜索和营救目标”(AIS SART)发送的，如果在“工具箱-->AIS 页面”

（ToolBox-->AIS Tab）中对其激活，会触发可视警告及声音警告。  

http://www.exactearth.com/media-centre/exac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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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警告被“证实”后，该目标出现的反应像其他所有 AIS 目标一样。下图中光标停留在目标上： 

 

以下是一个 AIS 目标查询 

 

“AIS 搜索和营救目标”(AIS SART)信息和 DSC 遇险呼叫总是显示在 AIS 目标列表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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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我们可以对“搜索和营救目标”(SART)进行测试以确保其能够运转。 

 当我们对“搜索和营救目标”(SART)进行测试时会显示该图标。 

  

3.1.2 AIS 区域信息 

 

要显示 AIS 区域信息，选择“选项->船舶->AIS 目标->显示区域信息说明（通过 AIS 二进制消息）”

{（Options->Ships->AIS Targets->Show area notices(from AIS binary messages)}。  

海洋周围的很多国家都在对 AIS 二进制信息进行测试，他们希望能在该领域有更多进展。 

在 OpenCPN 中这项工作还在不断发展，这其中的区域是在 2012 年 4 月添加的，而这其中的信息是在

2012 年 11 月添加的。 

区域及每个区域的信息现在都已经可以使用。 

在美国科德角正在传输实验性的 Right Whale 信息，如果想进行测试，复制 

vislab-ccom.unh.edu/ais/notices.aivdm到文本文件中，然后将“航行数据记录”（Voyage Data Recording）插

件指向该文件。 

这些信息会经常性地被更新。 

 

http://vislab-ccom.unh.edu/ais/notices.aivdm


西安融成科技有限公司 出品                   KeyWords：opencpn 电子海图 

 

www.opencpn.cn   www.rochern.com 109 

 

在第一次打开矢量海图普通目标查询对话框时，会看到区域信息。打开该对话框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双击该区域。截图表明该方法适用于 RNC:s (光栅海图)及 ENC:s (矢量海图)。上图第一个通知（Notice）是

图上黄色的矩形区域，第二个是绿色轮廓的圆圈。 

 

3.1.3 更多目标最小会遇距离信息 

 

OpenCPN 根据 AIS 页面中的设置显示最小会遇距离&最小会遇时间目标警告。它同时也可以显示任何

目标的最小会遇距离&最小会遇时间，这些不是紧急危险，但系统针对这些目标一直在做内部最小会遇距

离计算，以便有助于作出决定。  

AIS 滚动窗口显示任何一个目标的最小会遇距离和最小会遇时间： 

 

但是它不会显示本船及目标在最小会遇距离中的位置，及目标是从我们前面还是后面通过（比如，我

们是该加速还是减速）。 

下图是一个真实例子： 

本船在艰难地迎风前行，一艘船舶正大致从风吹来的方向驶来，一般情况下 0.78 英里的最小会遇距离

是安全的，但是本船前方有一个小岛，也就是说我们要改变航向，目前还剩下 14 分钟的航程... 

 

改变航向后两船间最小会遇距离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两船是否已经擦肩驶过还是会因为刚好在小岛前面改变航向而使得两船靠得更近？ 

AIS 目标快捷菜单给出了答案。当你在滚动窗口中看到最小会遇距离/最小会遇时间信息时，将鼠标停

留在目标上。 

 

右键，选择“显示 AIS 目标最小会遇距离”（Show AIS Target 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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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存在有效最小会遇距离，比如，当滚动窗口显示最小会遇距离及最小会遇时间（使用内部最小会

遇距离计算），该功能才能使用。 

这时屏幕会显示最小会遇距离线，改线在最小会遇距离警告状况下使用： 

 

显示截图最小会遇距离线会让一切变得简单，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在最小会遇距离附近 ... 

1. 本船将会出现在小岛前面，就在改变航向的位置 

2. 对方船舶已经在本船后面（最小会遇距离线从本船最小会遇距离位置指向后方） 

3. 最小会遇距离线是实时更新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切情况。 

下图是本船改变航向后会看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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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除某一特定目标的最小会遇距离线，右键该目标，选择“隐藏 AIS 目标最小会遇距离”（Hide AIS 

Target CPA） 

 

正如之前提到过的，最小会遇距离线只有在存在有效最小会遇距离时才会显示 

一分钟后，该目标不再有最小会遇距离，最小会遇距离线也不存在了。 

 

另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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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艘船会从我们后面开过，所以我们可以全速前进了！ 

 

监测几个目标 

我们可以同时监测多个目标。右键第二个目标， 通过“显示 AIS 目标最小会遇距离线”（Show AIS target 

CPA line）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本船避开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会出现什么状况？ 

 

 

3.1.4 AIS 显示 DSC 和 Buddy 

 

如果输入数据流中有 DSC 或 GPSGate Buddy信息，他们在 OpenCPN 中会以自己的图标显示，并且也

会出现在“AIS 目标列表”（AIS Target list）中。它们不是 AIS 的一部分，但是显示的方式却是一样的。 

DSC 被用于所有新的 VHF 设备（或者说应当被用于），更多信息 Wikipedia. 

GPSGate 是一个商业性的 GPS 跟踪和分享服务。GPSGate Buddy 跟踪是该服务的一部分. 

快速参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Selective_Calli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GpsGate
http://gpsgate.com/products/gpsgate_server_buddy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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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C 站 

 DSC 站传输遇险信号，就是一个无线电话求救信号 

 GpsGate Buddy目标 

“普通数字选择性呼叫”（DSC，Digital selective Calling）目标使用的是 dsc-capable VHF 

 

未识别的 AIS 通过数字选择性呼叫发出的求救信息 

 

小岛上的绿色 Buddy目标 

 

“AIS 目标列表”（AIS Target List）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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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标记扩充 

 

基本标记请阅读：标记和航线  

本页中所描述的扩展标记的属性扩大了标记的使用。 

比如，我们可以进行“交互式引航”（interactive Cruising Pilot） 

标记扩展有时会被称作“利益点”（POI，point of interest）， 

下图是一个默认图标的属性窗口，“标记/航路点属性窗口”（Mark/WP Properties）看上去和它很像。 

 

我们可以通过双击目标、右键菜单还有“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打开该对话框。 

 

基本信息页面（Basic） 

名称（Name）：适当地对标记命名。海图上会显示标记名称，我们可以通过取消选择“显示名称”（Show 

Name）复选框进行隐藏。  

图标（Icon）：改变该标记的默认图标。如果选择“无图标”（Empty）就只显示标记名称。 

标记位置（The position of the mark）：你可以通过鼠标将标记拖至期望的地点，或者在输入框中输入

正确的“经纬度”（Latitude & Longitude）移动标记。  

右键经纬度文本框，打开上图显示的子对话框。我们可以对经纬度分开或同时进行复制。复制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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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度”信息会停留在粘贴缓冲区，当你激活“点击移至…”（Jump to position），就会显示对话框。我们也

可以粘贴某个位置。粘贴操作可以智能地解析各种格式，并且可以接受不同的语法，即便是 GPX <wpt 

lat="0.00" long="0.00">也可以。  

描述（Description）：输入标记的各种信息。我们可以通过切换到“描述页面”（Description）阅读更多

描述页面信息，如下：  

 

 

链接（Links）：标记还可以通过嵌入式链接连接到网络上的图标或者本地电脑。这样就会通过浏览器

或者默认应用打开，比如图片或者 pdf文件。  

出于安全考虑，这些链接不会启动其他程序。 

 

通过点击“添加”（Add）添加连接。在新的对话框中对连接进行描述。 

在 URL中输入网址或者通过“本地文档”（Local File..）按钮选择本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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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添加的链接会在“链接”（Links）中出现，你可以按照需求添加更多的链接。  

编辑（Edit）：点击“编辑”（Edit）按钮对链接进行编辑工作。当点击该按钮后，描述会从原来的“链

接已在默认浏览器中打开”（Links are opened in the default browser）改成“链接已打开等待编辑”（Links are 

opened for editing）。当点击该按钮后，按钮的颜色会变成灰色。再次点击释放按钮。点击一次，按钮会陷

下去，再次点击按钮会弹出来。  

 

 

 

右键一个已经存在的链接打开相关操作菜单。 

 

下图中，链接到的是一个本地 JPG图片，通过与 JPG扩展名相关的默认程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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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标记属于某个“层”（Layer），我们就无法改变它。标记名称上方会出现相关警告内容。 

 

 

描述页面（Description）  

该页面是“基本信息页面”（Basic）中“描述”（Description）文本框的扩展部分。 

 

扩展页面（Extended） 

在海图上显示（Show on Chart）：不选择该复选框，海图上不会显示标记。如果想再次显示，通过“航

线管理”（Route Manager）下的“航路点”（Waypoint）页面进行设定，点击“航路点”（Waypoint）最左边

的“图标”（Icon）列。  

GUID：是标记的唯一识别符。 

 

3.3 航线管理和 GPX 数据 

■ OpenCPN 可以通过“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 ，以 GPX 格式保存和加载航路点、航线、

航迹和“层”（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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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功能使你能够对航线和标记进行保存，所以你可以拥有不止一个激活航线或标记，比如，在做航

线计划或对现存数据进行归档时非常有用。 

■ 很多程序都支持 GPX 格式。 

■ 你可以保存任一数量的文件，对保存文档没有数量上的限制。 

■ 通过储存某一航道多个可用航线以备进行航道航行计划时使用。 

■ 准备“层”（Layers）以备在航行过程中使用。 

■ 除了“临时层”（Temporary Layers），本页中的所有航海对象在会话间都会存在。更多信息：航海

数据备份 

■ 所有对象是否可见功能：可以通过点击左边类似眼睛的图标或者其他图标（航线/航迹/航路点名称

所在行的左边位置）进行开启和关闭。 

■ 对所有对象进行排序：通过点击管理器中每列的标题可以对信息进行排序，比如线图点击“航线名

称”（Route Name），所有航线就会按字母先后顺序排序，再次点击排序顺序颠倒。点击目的地列的“至”

（To）效果一样。 

■ 双击任何一个航路点、航线和航迹可以打开相应的属性窗口。 

 

航线 

 

■ 点击该航线最左边的眼睛标记，对航线是否在海图中显示进行开启和关闭。当我们点击后，会弹出

一个选择窗口。如果存在标记，该标记就会显示出来，包括航线中的标记。如果该航线被删除了，这些标

记就会变成普通航路点。 

■ 如果想对航线进行排序，点击“航线名称”（Route Name）或者“至”（To） 

■ 属性（Properties）：点击该按钮会弹出新的对话框，对话框中的设置针对的是对应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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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航路点 005”（Wpt 005）弹出如上小型对话框。我们可以打开航路点属性窗口并对其进行编

辑。比如，改变默认名称，我们可以将本例中的 005 改成更合适的名称。更多信息请阅读标记扩展。  

我们也可以删除航路点。最后一行的“将所有内容复制为文本”（Copy all as text）复制所有的“航线

属性”（Route Properties）以便粘贴到文本文件或者电子表格文档中。 

 

■ 计划航速（Plan Speed）整个航线的计划航速。我们可以通过每个航段的起始航路点的 “属性->

描述”（Properties->Description）页面对每个航段的航速进行设置。比如，VMG=9.7。（很遗憾目前无法通

过这种方法对航路点的描述信息进行描写）  

■ 起航时间（Departure Time）：预计航行时间（ETE： Estimated Time En route）的计算不需要起

航时间。键入起航时间，就会计算出“估计到到时间”（ETA）。在键入起航时间后记住点击“输入/返回”

（Enter/Return），确保起航时间能被用于计算。 

如果需要键入当前时间，选择“时间显示为->本地时间”{Time shown as" -> Local@PC}（必须选择），

在起航时间文本框中键入">"（指现在）。点击“输入”（Enter），估计到到时间中所有的时间都会改变。键

入">"和直接手动输入当前时间，也就是说输入 5/23/2011 08:00，是不一样的。   

- 输入 5/23/2011 08:00 表示：从该航线首个航路点，以 2011.5.23 08:00 计算起航时间 

- 在 2011.5.23 08:00 键入">"：表示从现在开始，从本船所在位置开始计算起航时间，这种算法把本船

所在位置与第一个航路点之间的距离也包括在内。 

■ 时间显示为（Times shown as）：UTC 是 GMT的新名称。LMT表示的是本经度的本地时间，如果

是当地时区则可以键入关键词“now”（此时）。 

■ 颜色（color）：为航迹设置颜色或选用默认颜色。 

■ 风格（style）：实线、虚线、点、几个元素组合使用或使用默认设置。 

■ 宽度（width）：设置航迹的宽度或保持默设置。  

■ 在“属性对话框”（Properties Dialog）中标记目的地航路点或带航段号的线就意味着在海图中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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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方块 。 

 

航线属性对话框的下半部分有“打印航线按钮”（Print Route）。在将对象发送给打印程序前，我们可

以选择打印什么功能。 

■ 延伸航线（Extend Route）：只有当我们明确知道将什么对象与当前航线（当前=对话中可以看到的

航线）连接时，该项功能才能使用。所有与当前航线末端点接近的，或共享当前航线末端的点的可视航线

上的点都能与当前航线进行连接。如果确定有一个这种点，我们就可以进行连接，“延伸按钮”（Extend）

可用。如果有很多点，在操作前，我们需要把多余点隐藏起来，只留一个； 

当通过鼠标进行扩展时，航线会在地理位置的基础上向前延伸，下一个航线点必须离得很近。如果离

得很远，我们可以新建一个航段然后进行两次连接。 

■ 航线拆分（Split Route）：进行航线拆分，拆分点会被列在列表中。拆分点成为两条新航线（共用

点）或新航迹（复制得到）的一部分。原来的航线或航迹被删除了； 

■ 下图是一个典型的先进行拆分然后再延伸的例子。测试航线显示如下： 

 

拆分测试-A（Split Test_A） 

■ 在航线的“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属性对话框中，我们需要选择一个航路点以便对航线进行

拆分。该“拆分测试”（Split Test）航线现在由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现在都进行了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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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将第一个航段“拆分测试-A”（Split Test_A）与第二个航段“拆分测试-B”（Split Test_B）

连接起来，得到的延伸航线命名为“拆分测试-B+”（Split Test_B_plus）； 

 

■ 激活/关闭（Activate/Deactivate）：启用或者停用左边窗口中选中的航线； 

■ 放大（Zoom to）：放大左边窗口中选中的航线； 

■ 倒转（Reverse）：倒转一个选中的航线； 

■ 删除（Delete）：删除选中的航线或航迹。使用 Shift 按钮选择多条航线或航迹。这个功能在其他航

线管理窗口中可用； 

■ 导出航线（Export Route）：将航线保存到你的电脑中以备将来使用（可以导入）； 

■ 发送到 GPS（Send to GPS）：将该航线发送到 GPS。点击该按钮，在弹出的对话窗口中选择输出

端口；这里使用的端口不一定非要在“连接”（Connnections）列表中列出，因为该项功能是独立的。航线

和航路点的右键菜单中同样有该项选择。对于 Garmin 用户需要确保已经选择“工具箱->GPS->使用 Garmin 

GRMN/GRMN(Host)”{ToolBox->GPS->"Use Garmin GRMN/GRMN(Host)}复选框。因为 Garmin 设备无法

通过 NMEA0183 接收航线上传。这是所有 Garmin 设备特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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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全部（Delete All）：小心使用。确保你已将所有航线保存到电脑中并且可以再次导入。这个功

能可用于清洁屏幕上的航线。安全起见，如果日后还要使用这些航线，在删除前先对航线进行保存； 

■ 导入（Import）：导入已保存的一条或多条航线。我们可以选择和导入多条航线； 

■ 导出全部（Export All）：现在改名为“导出所有可视...”（Export All Visible...）将所有可视航线、

航路点和层保存到一个 GPX 文件中。这项操作需要通过一个正式的文件保存对话框进行； 

■ 如果一个潮汐观测站的“潮高曲线对话框”（Tidal Height Curve Dialog）在屏幕上显示，航线属性

对话框中的所有航线点都会显示该站的潮汐状态表。我们必须要输入起航时间和计划航速。一旦我们点击

Enter 键，考虑到每个航路点的预计到达时间（ETA），潮汐列会显示最近的最高和最低水位； 

 

 

■ 如果没有打开任一站点的潮汐对话框而且有一航路点的名称中含有@~~<name>字符串，比如，

@~~York Spit Light，那么该航路点潮汐列中会显示距离最近并且名字匹配的站点的潮汐报告。我们可以为

每个航路点选择最合适的潮汐监测站； 

■ 当我们键入起航时间，系统会显示 ETA（预计到达时间）而不是 ETE（预计航行时间）； 

■ 单个航路点的“描述”（Description）项可以包含下一个航段的计划航速设置（比如"VMG=4.5;"）

和/或该航路点的预计起航时间的描述(比如 " ETD=2/14/2011 12:00;")，可以计划延长中途停留时间。我们

可以对电脑的时间进行设置：UT，LMT或地方区时（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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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你已经阅读了工具栏设置“文档”（Documentation）中所有关于“自动日追踪”（Automatic Daily 

tracks）和“航线高亮”（track Highlighting）的信息； 

■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每行中类似眼睛的图标来决定航迹可视是否。我们可以通过点击每列的标题对航

迹进行排序； 

■ 航迹按照时间顺序往后延伸，选中一条航迹，该航迹的终点是当前航迹起点的前一个点。如果两条

航迹共享一个航路点，那么它们会被延伸为一条线。如果两条航迹之间没有共用的航路点，系统会添加一

条不可视的航迹作为一条新的“空”航迹片段来连接两条航迹（比如延伸一条航迹）最后就只剩下第一条

航迹。我们肉眼看上去似乎还是两条线但是“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把它当做一条线来处理； 

■ 与“延伸航迹”（Extend Track）功能相似，“合并选中航迹”（Merge Selected Tracks）可以连接航迹。

但通过前者处理的两条航迹可以看到有一条直线航迹连接着； 

■ 如果你误点击了“航迹”（Track）图标，或者在航道中央关闭了 OpenCPN，这时航程会被拆分为

很多不同的相互分离的航线；  

■ 这个问题是可以修复。在“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窗口中“航迹”（Track）选项卡下选择任

一数量的航迹，右键，打开右键菜单，选择“合并选中航迹”（Merge Selected Tracks）。这时所有选中的航

线都会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被连接起来，得到的这条航迹的属性（名称、颜色等）沿用最早那条航迹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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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为文本”（Copy as text）会复制航迹名称（默认时间标记除外）和航迹距离； 

■ 点击“合并”（merge）按钮后出现的结果： 

 

 

减少航迹数据（Reduce Track Data） 

■ 你是否遇到过航迹很多以至于让 OpenCPN 崩溃的情况？该功能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 打开“航迹管理”（Track Manager），选择上下文菜单，右键一条既有航线，点击“减少数据...”（Reduce 

Data...） 

 

■ 选择其中一项，它会减少既有航迹的航迹点并保留新航迹与原航迹间的“最大错误”（maximum 

error）。将“最大错误”（maximum error）分别设为 10 或 20 米航迹，对一条老的 OpenCPN 航迹或新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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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迹进行测试。在很多情况下，数值减小幅度不超过 1/2是看不出差别的。 

■ 通过 OpenCPN 3.2 中智能动态追踪功能建立的航迹一般不会减少太多，除非这里的“最大错误”

（maximum error）数值设置的比较大。  

 

 

航路点（Waypoints） 

 

■ 通过点击航路点左边的图标控制航路点可视与否。点击每列标题栏进行排序。 

■ 新建（New）：创建新的航路点，打开属性对话框。 

■ 属性（Properties）： 标记扩展所有对话框。 

■ 放大（Zoom to）：海图显示以该航路点为中心。 

■ 至（Go To）：创建一条从当前位置到标记位置的即时航线，并启用该航线。在没有事先选好标记的

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右键选择“至该点”（Go To Here）的方式创建即时航线。该条即时航线会在“航线”

（Route）中列出来。 

■ “导出航路点”（Export Wpt）和“发送到 GPS”（Send to GPS）按钮的功能与“航线”（Route）

中相应按钮功能类似。  

■ “删除全部”（Delete All）：删除“人员落水标记”（MOB）外的所有标记。 

■ 使用 Shift 键选择多个航路点进行删除。这项功能在其他“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页面同样适

用。 

 

http://opencpn.org/ocpn/Extended_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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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图层 

 

■ 层（Layers）指的是保存在一个 GPX 文件夹中的一条或多条航线、航迹或一个或多个航路点。一

个层就是一个独立的 GPX 文件。层是永久且不可改变的。比如，一个航路点 GPX 可以作为一个层或一个

航路被导入。区别在于当作为层导入时我们不可以对其进行修改也不可以删除。   

 

“航线管理->层”（Route Managers-> Layer）页面 

 

■ 很多情况下层都非常有用。比如我们可以依据“海员通知”（Notices to Mariners）更新海图上新的

航海标记和危险项；添加“无线电呼叫点”（Radio Call-In Points）或为灯和地点创建数据库，不论当前比

例尺多大，这些内容都可以在海图上看到。看第一张截图，法国和英国预报区域就是层。而在第二章截图

中，一个不错的天文定位和一个 GPX 脚本作为一个层被共同保存起来。   

■ 我们可以通过在航路点描述中嵌入链接将更多高级功能用作交互式航行指南。 

 

某一功能什么时候是一个“层”（Layer）的一部分？ 

■ 层中的任何内容都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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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查看一个航路点、航线或航迹是否属于某个层，右键该对象。如果它是某层的一部分，上下文

菜单会明确告知。如果上下文菜单信息表示不是，打开“属性”（properties）查看对话框顶部，如果是某个

层的一部分上面会出现该层的名称。我们常双击某一对象直接打开属性对话框。  

 

 

 

■ 如果某条航线属于某个层，将光标停留在该航线上，系统会显示如下信息： 

 

■ 如果某条航线属于某个层，它同时会存在“激活”（Activate）选项，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选项启用该

航线，但不能对该航线做任何修改。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将一个航线层文件以普通 GPX 文件形式导

入。 

 

处理“层”（Layers） 

■ 我们可以在 OpenCPN 中创建“层”（Layers）并存为 GPX 文件，或者可以离线手动或通过脚本进

行创建。 

■ 保存在一个叫做 Layers 的目录中（和储存 opencpn.ini(配置)文件的目录相同）的层文件，在启动

OpenCPN 时会自动加载。这些层会在启动时的“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对话框的层页面列出来。第

一次所有层都会显示。点击前面的类似眼睛的图标选择是否显示。系统对该设置有记忆功能。查看本页的

第一张图。    

■ 我们可以通过点击工具栏上的 按钮，查看该目录。仔细查看第一个页面（About 页面）中的信

息。在 Linux系统中为/home/$USER/.opencpn/layers 目录。 

■ Mac OS X 系统中，位于"/Users/"user name"/Library/Preferences/User Icons"目录下。注意 library是

Lion 下面的一个隐藏目录。 

■ Layers 目录下的任何子目录都会被加载。 

■ 有必要保存的层（Layers）可以保存在上述 Layers 目录下，我们可以通过“在海图上隐藏”（Hide from 

Chart）或“在海图上显示”（Show on Chart）按钮设定层在会话中显示与否。新的 Layers，GPX 文件都可

以被添加到其自身子目录下。 

■ “层标记”（layer）的一些限制。不能通过层标记开启锚更。如果右键选择位置相同的对象，非层

对象优先等级高。  

 

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层（Layer）页面 

■ 临时层（Temporary layer）：任何 GPX 文件可以作为层被导入。在建设层过程中或导入用户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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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中的既有层时可以使用该功能。以这种方式导入的层文件在关闭电脑时会被保存起来，他们是持续性

的。如上所诉，更为永久的层应被储存在 layers 目录下。 

■ 删除（Delete）：卸载层，当然不要触碰最初导入的 GPX 文件。当删除大型层文件时会出现进度条。

一旦开始删除我们就无法撤销此操作。文件大小限制请阅读下列描述。 

■ 在海图中隐藏（Hide from Chart） 或在海图中显示（Show on Chart）控制已标记的层是否可见。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点击类似眼睛的图标控制其可视性。眼睛图标上面如果有一个红色X表示该层不可视，

见上图。这些设置是永久的，在重新启动时系统会记住这些设置。 

■ 隐藏航路点名称（Hide WPT Names）：显示不存在航路点名称的可视层。当缩小时，这一操作可

以避免 layers 过于拥挤。  

■ 列出内容（List contents）或除去内容（Delist Contents）：层中的单个点的显示像“航路点页面

“（Waypoints Tab）中航路点的显示一样。 

■ 导入 GPX（Import GPX..） 和 导出所有..（Export All..）：警告这些按钮与层无关。在使用的时

候就好像它们属于其他页面似的。就导入而言，选择“导入新层”（Import New Layers），如像上述那样创

建层。   

■ 导出所有可视..（Export All Visible..）：将所有可视层、航线和航路点以一个 GPX 文件的形式导出。

比如，使用该按钮创建新层。像上述那样，将 GPX 文件保存到正确位置。注意：这里的可视是相对于层、

航线和航路点的隐藏而言的，也就是说所有屏幕上没有显示的对象都包括在里面。 

■ 当我们导出大型层文件时会出现进度条。一旦开始删除，删除操作是无法停止的。文件大小限制问

题下文有描述。   

■ 层文件包含扩展图标的，比如链接到图片，图片不会被导出但是链接会被导出。如果要将整个层导

出到另外一台电脑上，需要对图片进行单独复制。在新电脑文本编辑器中进行“搜索替换”（search and 

replace）操作调整 GPX 文件中的所有链接。 

 

层中文件大小的限制  

■ OpenCPN 目前还不能用于处理非常大的层文件。导出或删除这些大型文件会影响电脑运行速度。

几百 KB 还是可以的，1MB 也勉强可以接受而 10MB 文件显然非常大。老式硬件或内存有限的设备要求更

小的文件。 

 

更多关于创建层（Layers）和保存数据的内容 

查看航海数据备份 

 

哪里可以找到已经创建的层？ 

OpenCPN.org中的下载->层库中可以找到一些样本。 

 

3.3.2 大圆航海 

 

巡航船很少用到大圆航海术。但是对于在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巡航的商用船来说，大圆航海术是需要

考虑的重点。   

大圆航海的最大优点当然是航行距离更短。但是对于有些纬度来说，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天气更寒

冷，风更大，海平面更高甚至还有冰川。在制定航行线路时大圆航海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当然很多情

况下需要考虑天气情况。  

OpenCPN 有一个内置大圆工具及一个内置大圆插件。 

 

内置大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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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进行长距离作业时，右键菜单中的“测量工具”（Measure）和工具栏上的“创建航线按钮”

（Create Route）可以自然地切换到 “大圆模式”（great circle mode）。一般在东西航向或远离赤道上使用

这些工具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普通横向线与大圆之间的差别大于 2 海里时，就会自动开启该模式。该

差别可能是实际距离的 2%~5%，根据具体的纬度和航向定。当出现这种状况时，海图上会显示一条指向极

地的清晰曲线。 

 

测量工具 

 

以马尼拉 - 旧金山间（大致地点）为例测试测量工具。为了很好地解释大圆，我们需要在球的另一边，

第一个点的相反方向找一个点，然后慢慢地环绕过去。 

 

一旦完成第一航段测量，为了简单化，第一航段会被绘制成一条恒向线。如果足够长，激活的航段还

是会显示为一个大圆。显示的距离是两条大圈的和。    

 

创建航线工具 

 

此例中如果你选择“否”（No），OpenCPN 会在这一航段中使用传统恒向线。如果选择“是”（Yes），

会启动“大圆”（Great-circle），然后会创建许多中间航路点，至少会有三个航路点。确切的航路点个数是

由 OpenCPN 计算的并且很多情况下该数值都非常合适。  

 

“航线管理”（RouteManager）对话框中现在已经有了刚创建的航线，就像普通航线一样。 



西安融成科技有限公司 出品                   KeyWords：opencpn 电子海图 

 

www.opencpn.cn   www.rochern.com 130 

 

 

我们以南非莫塞尔海湾到南澳大利亚调查者号海峡入口的一条航线为例，其恒向线为 5660 海里，根据

已经创建的航线估计的大圆为 5249 英里。“真正”的大圆大概会短 15 英里。 

 

 

综合航行（Composite Sailing） 

 

综合航行是含有最大纬度限制的大圆航行。OpenCPN 没有该选项，但是我们可以轻松创建。 

上图的航线与之前航线一样，是专门为综合航行设计的，不会超过南纬 45 度。一条航线从莫塞尔海湾

开始一直向外延伸直到 45°S 与可视大圆相切，结束航线。   

 

重复以上操作，从目的地开始往回延伸。利用 45°S 上的两个点创建一条恒向线航线。这三条航线加在

一起构成“综合航线”（composite route）。综合航线总长度为 5293 海里。  

 

航线插件（Route Plugin）   

Salty Paws 航线插件能处理的问题比大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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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插件还有一些其他功能没有体现在内置工具中。通过它可以对综合航线进行计算，同时用户可以设

定航路点间的距离，最终导出 GPX 文件，然后通过“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导入 OpenCPN。  

 

从库客海峡到合恩角的大圆限制为 60° S。 

 

3.3.3 使用航线 

 

将现有航路点运用到一条航线中 

比如，如何使用“拆分”（split）和“延伸”（extend） 

 

我们的航线上有一个小岛，小岛边有一个向南延伸的浅滩。我们在小岛北边作了两个标记，这两个标

记会被包括在我们的航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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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西边的航路点是#2。我们通过右键菜单下的“航线属性”（Route Properties）作了标记。“拆分航

线”（Split Route）按钮高亮显示，表明可以使用该按钮。点击该按钮从航路点#2 处拆分航线。 

 

右键#2，选择“附加航路点”（Append Waypoint） 

 

将光标移到第一个矩形位置，选择 “是”（Yes）使用附近航路点。 

然后将光标移到第二个矩形，选择 “是”（Yes）使用附近航路点。  

对小岛东边原有航路点进行同样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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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激活航线”（Activate Route），我们的延伸工作奏效了。  

 

再次在右键菜单中标记“航线属性”（Route Properties）。#3 是新航线中的最后一个航路点。“已延伸

航线”（Extend Route）按钮高亮显示，我们点击该按钮。  

 

打开“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查看结果。注意航线的命名。_B_plus 处在激活状态。我们现在需

要作的是删除_B 航线，然后重命名_B_plus，选择一个合适的名字，比如原始航线的名称。  

 

删除_B 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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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现在显示的是整合后的航线。 

这只是一个练习，在实际使用中我们只需要直接拖动航线中现有航路点就可以避开小岛。 

 

3.3.4 气象航海 

 

OpenCPN 可以从自由开源 QtVlm 程序导入优化过的航线。如果你要使用 QtVlm 程序就要确保了解该

程序，因为很多问题上 OpenCPN 与 QtVlm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QtVlm 文档和安装  

QtVlm  OpenCpn 船员论坛帖子  

OpenCPN 和 “QtVlm航线转换总结”（QtVlm Summary of Route Transfer），见下图 

 

当我们创建好一条航线后，右键菜单中的“复制”（Copy）选项会变为可用。 

当我们点击“复制”（Copy）按钮后，系统会弹出以上“选项”（option）对话框。  

如果要继续操作，你要确保自己了解 Grib文件，包括什么是 Grib 文件及这类文件的限制。访问 Franks 

Singletons pages 进行深入学习。  

让我们举一个通过 QtVlm导入已优化航线的例子。多数人都不会这样操作。通过激活的不列颠群岛西

面的 Atlantic Low穿越比斯开湾。 

忙碌且时间紧迫的船长计划找到一条从蜥蜴角到菲尼斯特雷角的最佳航线。现在他面对风速为 30kts

的顶头风，他往 QtVlm 中键入这一限制条件以避开顶头风。下图是基于现有的 Grib 文件通过 QtVlm 优化

出来的航线。注意：QtVlm 完全不知道潮流、海流和局部风暴，也不知道船员的状态等信息。这也是为什

么最后的航线还是需要船长决定。  

http://wiki.virtual-loup-de-mer.org/index.php/QtVlm/en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21/free-routing-software-74738.html
http://weather.mailasail.com/Franks-Weather/Using-Gribs-And-Other-Objective-Forecasts
http://weather.mailasail.com/Franks-Weather/Using-Gribs-And-Other-Objective-Forec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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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航线以 kml 格式导出 

 

打开 OpenCPN，右键选择“粘贴航线”（Paste Ro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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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非常难看，所有的航路点和航线都被导出了，我们要做一些改变 

 

其中有一种替代性解决办法是通过 QtVlm（编辑航线）在复制前“简化”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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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解决办法是先使用“粘贴航迹”（Paste Track）选项。  

*注意这并不是真实的航迹。可能因为 KML格式的原因，它只是导出航线的另外一种方法。航迹表明

本船以前在什么地方出现过，而航线是为了以后的航行需要而作的计划。导入该航迹我们可以简单了解该

航迹。更多信息请阅读：Grib 气象插件  

 

打开 OpenCPN“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下“航迹”（Track）页面点击“航迹上的航线”（Route from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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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上去好多了。这条航迹上面有一条航线。右键删除该航迹。然后，在 OpenCPN 中通过 Grib Plugin

显示 QtVlm使用的 Grib 文件。 

现在看上去非常好，但还是建立在 Grib 文件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是基于电脑预测而没有介入人为输

入。原有的 Grib 文件读取权限仍然适用。船上所有已校准的气压计可以很好地检测 Grib 预报的可依赖性。

更多信息阅读 Grib 气象插件。 

极坐标同样必不可少。赛艇上建立这样一个坐标是常规流程，但巡航船上一般很少用。巡洋舰真正的

性能表现还和很多巡航因子有关，比如 comfort。 

在“真船模式”（Real Boat Mode）下使用 OpenCPN 

点击这里访问 QtVlm英文文档并下载。 

 

复制航线 

OpenCPN 到 QtVlm 

■ 在 OpenCPN 上右键航线，选择“复制为 KML”（Copy as KML），选择“有延伸航路点数据的 KML”

（KML with extended waypoint data ）(qtVlm) 

■ 在 QtVlm上，在海洋上右键，选择“粘贴一条航线”（Paste a Route）或点击 "CTRL-V" 

 

QtVlm到 OpenCPN 

■ 在 QtVlm上，右键航线，选择“复制航线 xxx”（Copy Route xxx） 

■ 在 OpenCPN 上，右键海洋，选择“粘贴航线”（Paste Route） 

 

复制航迹 

OpenCPN 到 QtVlm 

■ 在 OpenCPN 上，右键航线，选择“复制为 KML”（Copy as KML），打开文本编辑器，复制到新的

文本文档中，另存为.KML。 

■ 在 QtVlm上，选择 “航线->导入航线 - 以 Ortho 模式 - 访问目录”（Routes-> Imports Routes - In 

Ortho mode - browse to the directory），选择*.kml file。 

■ 注意如果所有航迹（现在是航线）都没有显示，那么当前的 Grib 数据不够长。 

■ 注意“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上的“航迹上的航线”（Route from Track）选项，复制航线。 

■ “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提供“以 Gpx格式导出航迹”（Export Track as Gpx），QtVlm不支

持*.gpx 格式文件。  

 

QtVlm到 OpenCPN 

http://wiki.virtual-loup-de-mer.org/index.php/QtVl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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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tVlm上没有航迹，所以直接复制就可以。 

 

3.3.5 计划数据 

 

本例中所举的例子适用于所有层方式导入，这样可以避免误操作移动航路点。 

 

想要知道近海天气观测？  

 

NOAA的 NDBC 网站上有很多通过全球浮标和船舶观测得到的海面观测数据。  

为了方便查看所有数据，ShipWxRep 脚本将有限的一些可用数据转换成 GPX 航路点。上面格式中的内

容依次指：风向、风速、观测时间和气压（wind direction, wind speed, time for observation, and air pressure）。

即使最好的衡量工具是已校准的数字气压计，这些信息在衡量 Grib 文件准确度时有用。  

 

绘制迈阿密热带预测报告 

如果你只能使用低带宽网络，这些脚本是快速绘制预测建议的方式之一，我们有可能是通过邮件接收

这些信息。任何情况下，对于经常进行航海和航行计划的地点，确保其存在热带系统预测航迹是不错的想

法。 

 

 

下载 GPX 文件脚本，包括老式大圆航行脚本。如果想要寻求帮助，运行每个脚本时不要带参数。 

http://www.ndbc.noaa.gov/ship_obs.php
http://opencpn.org/sites/default/files/users/taifun/GPX_utils_100628.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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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航海数据备份 

 

保存会话 

■ navobj.xml.[1..x]负责会话数据备份工作。也就是说当你再次打开 OpenCPN 时，系统会记住上一会

话的状态。  

■ navobejcts 会在每一个运行的程序中依次进行自动备份。OpenCPN 保留最后 5 个运行程序中的备份

信息。这个数量根据个人需要可以自行定义。 

■  在 opencpn.ini/opencpn.config 文件中你可以看到一个控制备份保存数量的配置项，默认的是

KeepNavobjBackups=5。这个数值可以通过文本编辑器进行改变。 

■ 该备份文件被保存到 navobj.xml.[1..x]文件中（和 ni 文件的目录相同），在该文件中，一般.1 是最新

备份的文件，而在下一次程序运行时最陈旧的备份文件会被移走。下一次运行程序时会被载入的文件为

navobj.xml。  

■ 要加载陈旧的备份信息，请退出程序。找到你想用的备份文件，将其重命名为 navobj.xml，开启

OpenCPN 

■ navobj.xml.[1..x]文件时 GPX 文件，可以直接被导入 OpenCPN。点击“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

中的“导入 GPX”（Import GPX）。 

 

如果遇到问题 

■ 如上所述，系统可以自动更新 navobj.xml 备份数据 

■ 因此，再次运行 OpenCPN 之前，要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复制。因为当再次启动程序时这些数据会

自动更新，所以每一次调用 OpenCPN 就会丢失旧的备份数据。 

■ 将最好的备份数据命名为 navobj.xml，备份的内容会自动被 OpenCPN 使用。 

■ OpenCPN 日志文件可以通过"LOGBOOK:"条目被用作备份文件。 

■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功能重建 GPX 航迹。 https://github.com/nohal/LogBookExtractor/downloads 

 

保存航路点、航线、航迹和 Layer以备将来使用 

■ 为了对航路点、航线和航迹等进行永久备份以备将来使用，通过航线管理和 Gpx 数据或 Layer 对

数据进行保存。 

■ 条理性。创建一个专用目录用来保存有用数据，如 GPX_Routes。数据应该采用能够反映数据内容

的方式进行命名，这样，在使用时就无需导入 OpenCPN 进行查看。 

■ “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中的每一个页面（Laye 页面除外）都有“导出...”（Export...）按钮。

通过这个按钮每次导出一个航路点，一条航线或一条航迹。本版 OpenCPN 不支持多选，下一个版本可以这

样操作。 

■ 创建“层”（Layer）。它将航路点、航迹和航线包括在一个可视 Layer 中创建这些元素的集合。 

一切其他内容都应该被隐藏或者删除。层 GPX 文件包含屏幕上显示的一切内容（缩小到最小值时），

而不是只包含此时显示的内容。当一切准备好后，通过“导出所有可视内容”（Export all visible）按钮创建

层 GPX 文件。 

■ 修改现有层。首先为现有包含层的 GPX 文件创建备份，将其复制到安全位置。确保任何你不愿意

存在于新层中的航海对象可视。然后使用“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下“导入 GPX”（Import GPX..）

载入要编辑的层。对层进行编辑，点击“导出所有可视内容”（Export all visible），然后进行保存。如果你

已经进行了备份，就直接覆盖源文件，如果没有事先进行备份，将编辑后的层重命名。  

■ 使用保存文件。将储存文件重新导入 OpenCPN 进行使用。点击“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中

的“导入 GPX”（Import GPX..）按钮，可以对层进行设置以便在启动 OpenCPN 时直接使用，更多信息查

https://github.com/nohal/LogBookExtractor/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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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层。 

 

3.5 夜间航海 

 

将整个屏幕调暗以进行夜间航海。 

通过 F6 调暗屏幕，shift+F6 调亮屏幕。 

该功能调整的是整个屏幕的亮度而非只有 OpenCPN。 

"CTRL + G"可以在（单色）绿色、红色和普通状态屏幕之间依次切换。该色彩的变化同样也是针对整

个屏幕。  

由于使用的显卡驱动不一样，"CTRL + G"在有些 Windows 系统中可能不适用。 

当我们按下 F6，屏幕西北位置会出现“MAX”。再次按下 F6，屏幕会变暗，“MAX”变成“9”诸如

此类。 

 

屏幕亮度调整不影响“打印屏幕“（Print Screen） 

Mac OS X用户可以简单地通过 F1和 F2 调整屏幕亮度。 

 

改变配色方案 

 按钮有四个等级，与美国标准光栅海图一致。或者我们可以通过按 F5 键来对等级进行改变。 

这四个等级分别是：默认等级（Default level），白昼等级（the Daylight level），黎明等级（the Dawn level），

黄昏等级（the Dusk level）和黑夜等级（the Night level）。一般来说，默认等级和白昼等级没有什么区别。 

该按钮工作方式因海图分类不同而存在差异。 

 

S57矢量海图和 CM93 ver2 海图  

所有海图显示黎明（Dawn）、黄昏（Dusk）和黑夜等级（Night）。也就是说第一次按下按钮时屏幕不

会有什么变化，但是第二次按下后会变成黄昏等级，再按一次会变成黑夜。 

美国光栅海图 

和矢量海图工作原理一样。 

其他光栅海图 

多数其他光栅海图只有一个标准调色板。不同于 OpenCPN 的调光功能，点击调色板按钮没有什么变化，

海图显示除外。   

巴西光栅海图包含黄昏和黑夜调色板，但颜色显示却与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通过 libbsb,tiff2bsb 和 

imgkap 进行转换的海图一般只包括标准的日间调色方案。 

 

3.6 锚更（Anchor watch） 

只要船舶与标记的距离在1海里之内，我们就可以通过OpenCPN对已创建的任何标记做“锚更”（Anc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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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设置，属于层的标记除外。也就是说右键菜单中的锚更项只有在船舶与标记之间的距离小于 1 海里

时才会出现。如果船舶与标记的距离小于 5 米的话，“锚更”（Anchor watch）同样不会在右键菜单中显示。 

每次最多可以创建两个“锚更”（Anchor watch）。为了规避层中无法使用的标记，我们可以在该标记附

近新建一个新标记。  

 

除了在“锚定”（anchoring）状态使用该功能外，我们还可以在其他情况下使用该功能。但主要目的还

是为了关注锚，确保没有脱锚。  

 

基本用途  

我们在一个不错的信风锚地进行演示以便了解其同能： 

 

当完成海湾环绕航行和探索后我们知道要在什么位置下锚。 

在所选的位置抛锚，同时右键“本船图标”（Own Boat Icon）点击“在此处做标记”（drop Mark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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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偏东风，风速 15 kts，我们选择后退选择一个满意的位置。一切准备就绪，是时候设置锚更。 

右键该标记然后点击“设置锚更”（Set Anchor Watch）。该标记的名字变成 50 并显示一个半径为 50 米

的绿色圆圈。 

 

现在锚更被激活了。其与标记的最大距离为默认的 50m，如果船舶因为某些原因离开这个圆圈就会触

发警报。如果对“AIS 工具箱页面”（AIS ToolBox Tab）中的在“最小会遇距离/最小会遇时间警告点播放

声音”（Play sound on CPA/TCPA Alerts）做了设置，屏幕上可视警报出现的同时声音警报也会响起。如果要

撤销锚更，右键该标记选择“清除锚更”（Clear Anchor Watch）。 

如果你激活锚更时离锚的距离超过 50m，会出现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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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标记/航路点属性对话框”（Mark/WP Properties Dialog）查看具体情况： 

 

将“名称”（Name）50m改成系锚绳和/或锚链数量，比如 75。你还可以更改图标。点击 OK 就会停止

声音警报。   

为避开风及北方的海浪，我们在靠近海岸的位置抛锚。为了关注潜在危险，我们在海岸边设置了另一

个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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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们把“标记名称”（Mark Name）改成-150，也就是说如果船舶与该标记的距离小于 150 米就

会触发警报。绿色圆圈表示可以在圆圈内，红色圆圈表示可以在圆圈外。  

 

一小时后刮过一场大风，风速很大且变化无常。船舶被吹向海岸，锚警报声响起，屏幕警报也出现了。  

这里的警报声和 AIS 警报声一样，而且是通过“AIS 页面”（AIS tab）下的“工具箱”（ToolBox）处进行设

置的。 

 

备选方案和设计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 Enter 键和 Ctrl + M 创建标记。标记会在光标所在位置创建。现在我们可以按照上

述默认警告距离设置锚更。  

在当前位置创建标记的方法是点击 Ctrl +空格键。这是 MOB的快捷方式。 

右键，打开“属性对话框”（properties）。将名字改为合适的警报距离，选择不一样的图标，设置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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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MOB 按键会出现上图描述的情况，激活锚更。因为该标记已经被命名了，默认的锚更距离就无

效了。绿色的圆圈是默认的最小距离，5m。警报已经被触发。 

我们可以通过配置文件对默认的“锚更半径”（Anchor Watch Radius）和到标记的最大距离进行编辑。 

Windows 中是 opencpn.ini 文件，而 Linux下是 opencpn.config 文件。 

关闭 OpenCPN，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配置文件。 

找到以"[Settings]"开始的部分。 

新建两行，比如类似下面两行： 

AnchorWatchDefault=45        (默认值为 50 m) 

AnchorWatchMax=2500         (默认值为 1852 m) 

键入自己想要的参数，45 & 2500 是本截图所选参数。 

 

3.7 自动锚标记（Automatic Anchor Mark） 

 

自动锚标记（Automatic Anchor Mark）功能如下： 

如果以下条件都满足： 

1. 在"Cruising"模式下，也就是说有时航速超过 3.0 kts； 

2. 当前航速低于 0.5 kts； 

3. OpenCPN 已经开启至少 30min； 

4. OpenCPN 正在正常退出； 

5. "anchor..."图标上没有设定锚更； 

6. 距离当前 GPS 位置 0.25NM 以内的任何“锚地图标”（Anchorage – icon）航路点都被删了。 

这时，OpenCPN 会在当前位置做标记，命名为“锚地创建于[日期]”（Anchorage created on [Date Stamp]）。 

因此，当你关闭计算机时，系统会在知名锚地创建航路点。 

0.25NM 这个条件可以避免密集分布的航路点堵塞经常访问的锚地。 

其他设置可以帮助防范伪航路点的出现。  

打开 opencpn.conf或 opencpn.ini（Windows）使用这些功能。 

找到 

AutoAnchorDrop=0 

将 0 改为 1。  

 

3.8 CM93偏移（CM93 Offsets） 

 

我们无法保证下述基于某点的某项校正对所有海图单元有效。在使用这一功能时一定要非常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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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偏移（offsets）开始 

■ 进入单一海图模式（比如，非拼接模式），打开 CM93 海图。通过 F9 启用和关闭拼接模式 

■ 缩放/平移到想要的位置 

■ 右键，激活“CM93 偏移对话框”（CM93 Offset Dialog） 

 

■ 在“图元/MCOVR ID 号”（cells/ MCOVR ID）列表中，选择一个相关 MCOVR。该MCOVR 对象

的覆盖区域会显示深黄色轮廓。 

 

■  有些图元已经采用内置校正。wgsox 和 wgsoy表示的是将原海图图元移到 WGS84 坐标系中所要

移动的偏移量。看上图第一个和第三个图元，其中的数值仅供参考且不能修改。一般来说这些校正是正确

的，偶尔也会出错或者应该校正的地方没有校正。这些地方我们可以使用手动偏移功能。  

为了能有效使用这些功能，我们需要一个地理位置已知的参考点。比如，本例中 WGS84 经纬度（lat & 

long）已知的海图图元中就有一个 NAVAID。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标记一个航路点，参考已知经纬度

对该航路点属性进行编辑，然后通过“CM93 偏移对话框”（CM93 Offset Dialog）对“图元/MCOVR”（cells/ 

MCOVR）进行旋转，使刚标记的航路点与 CM93 图元（海图）上的 NAVAID 一致。  

你也可以使用观测报告或其他更加精确的海图，比如可信的光栅海图或经地理坐标参考处理过的航拍

海图中的一个地理要素，比如海角或者一个确切位置已知的点。 

我们以下图南太平洋为例，了解如何使用这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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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 Tongareva 岛，也叫做 Penhryn atoll。一个带三角形的标记存在于该岛的最西边。 

 

对海图进行缩小进入下一张海图，该三角形移到北偏东北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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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校正会使海图有比较好的一致性。 

■ 使用对话框右边的数值调节钮控件调整“偏移”（offsets）数值。我们也可以直接在文本框中输入

正确的数值。注意，东方和北方为正值方向。 

■ 有些情况下我们不太确定具体哪个 M_COVR ID 代表我们所在的位置。我们可以通过查看改变校正

对标记是否有效来测试。  

■“偏移”（offsets）会被自动存入二进制缓存文件，文件存在于类似于 CM93/...的程序数据目录中。 

 

4. 插件 

 

关于插件 

插件的一般信息 

仪表板插件（Dashboard Plugin） 

用于显示 OpenCPN 安装程序里的航行数据的插件 

Grib 气象插件（Grib Weather Plugin） 

显示 OpenCPN 安装程序里的天气数据的 Grib 文件。 

计算插件（Calculator Plugin） 

进行科学计算的插件 

航线插件（Route Plugin） 

航线插件大圆航行部分的简单介绍 

航行数据记录仪插件（Voyage Data Recorder Plugin） 

记录和显示 NMEA数据的文件，允许模仿 AIS。 

气象传真插件（Weatherfax Plugin） 

以音频或图像方式读取气象传真压缩资料，并叠加在海图顶部。注意音频解码功能目前在 Windows

上不能使用，该功能只能用在 Linux系统中。 

 

4.1 关于插件 

 



西安融成科技有限公司 出品                   KeyWords：opencpn 电子海图 

 

www.opencpn.cn   www.rochern.com 150 

 

OpenCPN 试图保留最少的功能使系统更精锐，操作更简便。被省略的功能同样可以通过插件架构进行

添加。3.2 版本对插件接口进行了改变，新发行的插件可以使用，很多新插件可以用于 3.2版本。  

 

有两个插件可以在 OpenCPN 中进行预安装。 

     ■  Grib 气象插件（Grib Weather Plugin） 

     ■  仪表板插件（Dashboard Plugin）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插件：  

访问插件下载可用于 OpenCPN 3.0 的插件 

 

2013年初可用的各插件的开发情况 

■ 显示磁差的 WMM 插件 

■ Logbook Konni，高级航海日志 

■ FindIt 与 Konni's Logbook 结合对 OpenCPN“装载容积”进行管理 

■ VDR,航行数据记录仪（Voyage Data Recorder） 

■ Google Earth插件，只适用于 Windows 

■ BSB4 插件，只适用于 Windows，需付费 

■ "nv-charts"插件，只适用于 Windows，需付费 

■ Hydrographic survey插件 

■ Hydrographic survey 插件 

■ Radar overlay 插件 

■ AIS 雷达插件（AIS Radar），实现 AIS 目标显示类似雷达 

■ 调试器（Debugger），显示经过 API 插件的信息，该插件主要为程序开发者而设计，旨在帮助解决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hydrographic-survey-plugin-79178.html?highlight=plugin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hydrographic-survey-plugin-79178.html?highlight=plugin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opencpn-radar-overlay-plugin-79081.html?highlight=plu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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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EA数据流问题 

■ 计算器（Calculator），计算和数学（calculator & mathematical）表达语法分析插件。你是否想知道

你的船体航速？ 

■ 航线绘制（Route Plotting），绘制大圆航线、有限圆航线（Limited Circle Routes）和恒向线。 

■ 搜索和营救（SAR），根据所需参数创建搜救模式 

■ Gradar，一种 Garmin Radar 叠加插件。更多开发情况见 GRadar。 该插件目前还处于 alpha测试阶

段，但前景不错。论坛帖子里有 Windows 下载、源代码和安装指导。 

以上所有链接都是链接到论坛中相应插件的讨论帖里。  

 

下载插件 

进入插件页面下载插件。 

 

安装插件 

对于 Linux系统，将下载好的"pluginxx.so"放入{prefix}/lib/opencpn, which means /usr/lib/opencpn 目录下

进行标准安装，使用提供的安装包。 

对于 Windows 系统来说，将下载好的"pluginxx.dll"放入 OpenCPN 安装文件夹的"plugins"子文件夹中。

该文件夹的常见地址为 C:\Program Files\OpenCPN\plugins. 

一旦插件被放到正确的目录下，重新启动 OpenCPN 激活插件。 

对于 Mac 系统，在“查找”（Finder）中右键应用程序，打开“内容”（contents），将插件放入"PlugIns"

目录下。 

 

启用插件 

在“选项->插件页面”（Options->Plugin Tab）中找到插件，点击“启用”（Enable）按钮在工具栏启用

相应插件。不是所有插件被启用后都有图标。大多数插件都有一个“参数按钮”（Preferences）进行图标配

置。 

一旦我们在“选项->插件页面”（Options->Plugin Tab）中关闭某插件，该插件的图标会在工具栏上消

失。  

插件图标就像插件的开关一样。比如点击 Grib 图标，Grib 插件被启用，再次点击就关闭插件。 

WMM 图标还有一项新功能，其可以在本船图标位置处显示磁差。  

 Grib 工具栏图标 

 仪表板工具栏图标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opencpn-radar-overlay-plugin-790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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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仪表板插件 

 

仪表板插件可以显示少量仪器。如果 OpenCPN 可以使用 NMEA0183 数据流中的的这些数据，不同仪

器会显示相应数据信息。但是该插件不会告知哪些数据可用。插件的开发是建立在假定使用者知道连接到

什么数据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激活所有仪器，查看它们的工作原理。 

下图中有两个仪表板处于工作状态，一个水平和一个垂直。选中标题栏，我们可以将仪表板拖至最左

端或者最有端，松开鼠标，仪表板会停在该位置，整个屏幕显示会重新调整，海图的任何部分都不会被挡

到。水平仪表板也可以按照类似的方式被放置到最上面或最下面。  

所有这些操作都是可撤销的，用鼠标抓取仪表板对话框，然后移至屏幕中间，仪表板会漂浮在屏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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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仪表板停靠在左边和下面。 

 

我们可以拖动仪表板东南位置的长条调整对话框大小。整个图像的尺寸会变，但是文本不会变，这两

项内容时分开操作的，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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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板页面（The Dashboard Tab） 

当我们在插件页面激活仪表板插件后，仪表板图标会显示在工具栏上，它的作用就是一个开关。 

 

通过“启用”（Enable）按钮激活插件，该插件对应的图标会显示在工具栏上。 

一旦我们点击了“启用”（Enable）按钮，“关闭”（Enable）按钮就会显示出来，如上图。 

点击“首选项按钮”（Preference），打开“仪表板”（Dashboard）参数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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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板设置  

 

在仪表板的任何地方右键，一个小型对话框中显示一些选项。 

如上图点击的是垂直仪表板，点击“水平”（Horizontal）单选按钮将仪表板水平放置。如果不想显示

该仪表板，取消选择该仪表板。如果要重新显示该仪表板，则可以右键另一个仪表板然后在复选框中进行

选择。 

参数 

 

"+" 和 "-"：添加或删除一个仪表板。注意：激活的仪表板无法删除因为其“-”是灰色的。 

显示该仪表板（Show this Dashboard）：如果选择该复选框，那么就只显示该仪表板。如果不选择则显

示所有仪表板。 

标题（Caption）：通过该项将仪表板的名称从默认的“仪表板”（Dashboard）改成文本框内的内容。

因为 wxWidgets bug的原因，这项修改不会立刻表现出来，它需要停靠仪表板或者重启 OpenCPN 才能显示。 

定向（Orientation）：仪表板可以水平放置也可以垂直放置。垂直仪表板可以被放置在左边或右边，水

平仪表板可以被放在上面或下面。  

仪器宽度（Instrument width）：仪器宽度同时也是仪表板的最小宽度。我们可以通过在右下角拖动来

改变仪表板长宽，但它不会改变仪器宽度。 

仪器窗口（Instruments）：显示激活的仪器，这些仪器会在仪表板里出现。我们通过右边的按钮选择

仪器。 

添加（Add）：点击该按钮，打开“添加仪器”（Add Instrument）对话框，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对话框选

择和添加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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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仪器可用： 

位置（文本）：Position (text)  

对地航速（文本）：SOG (text) -Speed Over Ground   

速度表（刻度盘）：Speedometer (dial)  

对地航向（文本）：COG(text) - Course Over Ground  

GPS 罗盘（刻度盘）：GPS Compass(dial)   

对水船速（文本）：STW(text) Speed Through Water   

真实艏向：True HDG(text) Heading   

表观风角&风速（刻度盘）:Apparent WindAngle & Speed(dial)  

表观风速（文本）:App. Wind speed(text)  

表观风速（刻度盘）:App. Wind speed(dial)  

真实风角&风速（刻度盘）:True Wind Angle & Speed(dial)  

深度（文本）:Depth(text)*   

深度（刻度盘）:Depth(dial)*    

水温（文本）:Water Temp(text)   

沿计划航线的航速（文本）:VMG(text)- Velocity Made Good to a waypoint.  

沿计划航线的航速（刻度盘）:VMG(dial)  

方向舵偏角（文本）:Rudder Angle(text)   

方向舵偏角（刻度盘）:Rudder Angle(dial)   

视图中 GPS {GPS in view(text)}：已探测到的卫星数量（文本） 

GPS 状态（刻度盘）:GPS status(dial)**  

光标（Cursor）：显示光标位置 

钟:Clock  

日出/日落:Sunrise/Sunset   

月相:Moon phase   

空气温度:Air Temp   

表观风向角:A pp. Wind angle   

实际风向角:T rue Wind angle    

实际风向:True Wind direction  

实际风速:True Wind Speed   

实际风向和速度:True Wind Direction and speed  

磁航向：Magnetic Hdg   

指南针：Compass   

风史：Wind History  

 

*表示使用了 DPT语句，如果存在传感器偏差，传感器偏差会被加到深度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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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用户注意事项：如果使用 GPSD，GPS 卫星信息不可用  

同样的信息还可以通过 xgps 命令查找到。 

删除（Delete）：在“仪器”（Instrument）窗口中选中一项进行删除。 

上/下（Up / Down）：在“仪器”（Instrument）窗口中选中某一项，通过该按钮改变该项顺序。这里的

顺序同样也是仪表板对话框中的顺序。 

 

外观页面（The Appearance Tab）： 

 

通过该页进行字体设置 

用户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通过这些控制项自定义视图格式。 

 

 

风史（wind history）  

“风史仪器”（Wind History Instrument）会作为独立仪器（垂直）进行运行。 

我们需要为其单独创建一个仪表板，然后把该仪器添加到仪表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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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鼠标调整仪器尺寸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它会进行 40 分钟的风向（红色）和风速（蓝色）监测，每隔 5 分钟会显示一个垂

直时间线（上图显示的是一个全速 VDR 回放） 

顶部的文本显示的是当前值，显示在标准仪器上（蓝色=风速数据，TWS=实际风速，红色=风向，TWD=

实际风向）。  

以下我们对文本信息进行解释，左边（看截图）： 

TWS 7.5：当前实际风速为 7.5 kts；  

Max 22.3 kts since 18:50：可视图表中的最大风速，比如过去 40 分钟内； 

Overall 22.3：自启动 OpenCPN后的最大风速。 

右边上方： 

TWD 357°：当前实际风向 357° 

比较细的红色/蓝色曲线表示的是实际航向/航速值，修匀值构成的比较粗的曲线旨在方便查看变化趋

势。   

工作逻辑： 

仪器会尽可能多地重新缩放，总是试图显示整个可视曲线； 

风速曲线： 

如果你的最大风速（可视风速）为 10 kts，那么数值范围为 0...11 kts（通过进一法取整） 

本截图中最大风速为 22.3kts，数值范围为 0...23 kts。 

风向： 

仪器刻度显示的是当前值+/- 90°，最高值不超过 360°。 如果风从北边开始变化（从 350, 355, 359, 002, 

010, ...），曲线也会变化。也就是说曲线中的数据不会从 360°直接降到 0°，图表中一直会显示平滑的曲线。

如果风在北方变化 (从 350, 355, 359, 002, 010, ...) 我们也会让曲线进行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数据上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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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从 360°降到 0°,并且我们会始终保持曲线的平滑度!  

如果已记录的风向变化数据出现不止一个完整 360°周期，（比如遇到两三个小型尘卷风），这里我将最

大值设为 360°，也就是说曲线会从最上方或者最下方可视区域往外延伸而消失。  

注意，你没必要一直打开该仪器。 

一旦按要求激活后就可以将其“关闭”，在需要的时候再打开。因为该设备会持续收集数据，所以最终

曲线依然很连贯。  

右键现有标准仪表板，点击“风史”（Wind History）可以再次将其打开。 

 

 

4.3 Grib 气象插件 

 

OpenCPN 有一个“轻量级”Grib 气象文件查看插件，其有限功能项主要针对的是航行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我们可以从 OpenCPN 下载 Grib 文件。网上有很多 Grib 文件外部资源。我们可以从 Franks-Weather 开

始。 

■  若要将 Grib 文件覆盖在已打开的海图上进行显示，我们需要激活 Grib 图标  

■  点击 找到插件页面，点击 Grib 插件，点击“启用按钮”（Enable），然后点击“参数按钮”

（Preferences）打开一个小型对话框。 

 

■  除非你使用的是老式硬件设备，否则可以选择使用高分辨率图形（Use High Definition Graphics）

复选框。老式硬件设备上，选择该项会影响 Grib 显示速度。 

http://weather.mailasail.com/Franks-Weather/Grib-Files-Getting-And-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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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该图标，打开“Grib 显示控制”（Grib Display Control）。通过上面的功能找到含有 Grib 文件的

目录。所选目录下的 Grib 文件会在该对话框中出现，见上图。 

■ 点击 Grib 文件前面的">",Grib 文件中的单个预测文件会在 Grib 文件头下展开。 

■ 点击任何一个预测文件，该文件就会在屏幕上显示。将光标停留在 Grib 显示上，光标所在位置会

显示与风相关的数值等信息，在“Grib 显示控制”（Grib Display Control）对话框下半部分。通过这部分内

容我们可以选择哪些 Grib 信息能显示。注意不是所有的 Grib 文件都包含海浪信息。 

■ 当我们对海图进行放大以显示较少区域时，我们可能无法看到表示风的箭头。Grib 对话框中还会显

示相关信息。如果想要查看表示风的箭头，我们可以对海图进行缩小以查看更多区域。 

■ 只有当“Grib 显示控制”（Grib Display Control）对话框打开时 Gribs 才会在海图上显示出来。 

■ 有些区域还存在描述潮流信息的 Grib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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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CPN 会显示多数 Grib 文件格式。 

 

什么是 Grib文件？ 

■ 如果你对 Grib 气象文件不了解。在使用该文件之前，你一定要对基本信息进行了解。你有必要了

解 Grib 格式气象预报文件的局限性。值得一提的是，Gribs 文件不适用于热带气候系统，至少在 GFS 模式

下不适合使用 Grib 文件； 

■ 欲了解 Gribs 文件详细内容及下载 Gribs 文件，请访问 Franks-Weather； 

■ David Burch 的 Modern Marine Weather 是一本好书，它对该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解答； 

■ 这里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热带气候及 Gribs 的信息； 

■ ZyGrib 是一个致力于查看 Grib 文件的自由开源软件(FOSS)，我们可以通过 ZyGrib 下载 Grib 文件

然后在 OpenCPN 里打开； 

■ QtVlm是一个 FOSS 气象航海程序。其将一个 Grib 文件和船舶极坐标数据（boat polar data）相结

合创建了一条优化航线，更多信息请访问 Weather Routing。该工具在航线选择时非常有用，但和所有 Grib

文件一样也有局限性的。 

 

4.4 计算器插件 

 

通过计算器插件，你无需离开 OpenCPN 环境就可以进行一切航海计算。这一科学计算器可以处理变量

问题。 

■ 第一次启用该插件时，点击 找到插件页面，点击计算器插件，然后点击“启用”（Enable）按钮。 

■ 返回 OpenCPN 菜单，点击计算按钮 打开计算器对话框。 

 

■ 选择“帮助”（Help）复选框，打开帮助页面，取消选择帮助复选框，回到只含计算器的界面，菜

单也会变回原来尺寸。 

■ 在文本框中键入运算，点击“计算”（Calculate）进行计算。点击“上”（Up）或者“下”（Down）

按钮，查看历史输入信息及结果（最高 30 条）。 

■ 计算器中可以使用的运算表达举例：（括号里的内容是一些解释，有些结果是建立在其他例子计算

结果基础上的）：  

船体速度（Hull speed）: 

 ■LWL=48 （吃水线长度，单位英尺） 

■vhull=1.34*LWL^(1/2) （船体位移速度 in knots） 

换算（Conversions）:  

 ■ftm=0.3048 （英尺-米） 

■km_to_nm=0.539957 （千米-海里） 

■ftm*LWL （吃水线长度，单位为米） 

到地平线的距离（Distance to horizon） 

 ■R=6378.1*1000 （地球半径，单位 m） 

 ■H=2.5 （海平面上 eye的高度，单位 m） 

 ■d = R * acos(R/(R + h)) （到地平线的距离，单位 m） 

 ■ans*km_to_nm （到地平线的距离，单位海里，千米-海里的换算在 Concersion 中有） 

http://weather.mailasail.com/Franks-Weather/Grib-Files-Getting-And-Using
http://www.pangolin.co.nz/jetsam/view_article.php?idx=19
http://www.zygrib.org/index.php?page=abstract_en
http://wiki.virtual-loup-de-mer.org/index.php/QtVlm/en
http://opencpn.org/ocpn/weather_r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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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灯塔的距离（Distance to lighthouse） 

 ■H1=200 （灯塔高度） 

 ■d1 = R*acos(R/(R + H1)) （到地平线的距离，单位 m） 

■distance=d1+d  （灯塔的可见距离 单位 m） 

Ans 是之前计算的结果 

Variables 可以自定义（比如，myvariable=10/8*cos(dtr*90) 或 yourvariable=Ans） 

Operators：（运算符） 

 ■+ 加 

 ■- 减 

 ■* 乘 

 ■/ 除 

 ■^ 幂 （^(1/2) 平方根） 

 ■% 系数 将某一运算值除以另一个值，返回余数 

■!  阶乘 

Functions（函数） 

 ■Abs 绝对值 

■Exp 指数 

■Sign Returns，-1 表示负数，1 表示正数 

■Sqrt 平方根 

■Log 自然对数 

■Log10 10 为底的对数 

■Trigonio（三角函数） （默认输入的是度数，比如用 sin(dtr*90)计算度数） 

■Sin  

■Cos   

■Tan  

■ASin  

■ACos  

■Atan   

因子变量（Factorial Variables）：Pi, e 

dtr 是度数到半径的换算因数  

Bitwise operators（逐位运算符） 

 || logical OR  

& logical AND  

|  

<<  

>>  

=  

<>  

<  

>  

<=  

>= 

文件（Files）  

二进制文件下载地址：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opencpnplugins/files/calculator_pi/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opencpnplugins/files/calculator_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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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件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SaltyPaws/calculator_pi 

 

4.5 航线插件 

 

"Salty Paws"航线插件可以处理的问题比“大圆”（Great circles）多，介绍如下： 

 

该插件存在一些内置工具不存在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它计算混合航线，设置航路点间的距离。最终

导出一个 GPX 文件，然后可以通过“航线管理”（Route Manager）导入 OpenCPN。  

 

库客海峡到合恩角的大圆度数限制为 60°S。 

 

4.6 航行数据记录仪插件（VDRP） 

通过“航行数据记录仪”（VDR）插件记录和显示 NMEA 文件。  

 

■ 使用 VDR 进行 AIS 模拟分析：运行 VDR 打开 AIS NMEA 文件。或使用 VDR 插件记录航程，后

https://github.com/SaltyPaws/calculator_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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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再重播。同时 VDR 对测试 NMEA 语句、仪表板和 OpenCPN 新功能非常有用。关于如何使用这个功能

强大的插件，我们有一些例子： 

■ 当通过“工具栏->选项->插件-> VDR”（ToolBar -> Options -> Plugins -> VDR）激活 VDR后，工具

栏上会出现以下两个图标： 

 

■ 左边按钮是用来记录的，你还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打开“选择文件”（Choose file）对话框选择记录的

文件，后缀名为.txt 的文件非常好。 

■ 右边按钮用于播放现有文件，通过这个按钮打开一个播放文件选择对话框。一旦选择后，VDR 就

开始播放该文件，屏幕上会出现以下对话框： 

 

■ 你可以通过上面的滑块控制速度。最左边是慢速、正常速度，当把滑块移到最右边的时候，速度最

快。 

■ 对话框下面是一个进度条。 

■ 记录时，VDR 插件包含所有 OpenCPN 内部总线中的 NMEA 数据，“工具栏->连接-> NMEA 调试

窗口”（ToolBar -> Connections -> "NMEA debug window"）中几乎所有内容都包括在内。 

■ 如果同时系统正通过 VDR播放某个文件，该数据也会被包括在内。所以我们可以同时播放和记录。 

■ 下载该文件。解压该文件然后把后缀.pdf改成.txt。现在就可以播放这个文档了。 

■ 如果你找不到这艘船，查看 Adriatic 或者直接点击“自动跟踪”（Auto Follow），或直接按 F2，你

就可以看到类似如下内容： 

 

■ VDR 在 NMEA调试窗口中显示为：“插件垂直”（PlugIn Virtual）。 

 

4.7 气象传真插件 

 

准备工作  

在插件目录下安装气象传真插件，在“设置->插件页面”（Settings -> Plugin Tab）中激活该插件。 

你可能需要从网上下载一些气象传真文档。以下是一些可用 gif, png, tif气象传真文件： 

NOAA 海洋广播预测海图 

NOAA 波士顿广播预测–大西洋 

12Z 表面分析大西洋-第 1 部分  

12Z 表面分析大西洋–第 2 部分 

48 小时表面分析大西洋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attachment.php?attachmentid=48549&d=1350806936
http://weather.noaa.gov/fax/marine.shtml
http://weather.noaa.gov/fax/marshlatest.shtml
http://weather.noaa.gov/pub/fax/PYAA05.gif
http://weather.noaa.gov/pub/fax/PYAA06.gif
http://weather.noaa.gov/pub/fax/QDTM85.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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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小时表面分析大西洋 

24 小时风浪大西洋 

24hr 500mb 大西洋 

NOAA 海洋预测中心–大西洋 

UK 大西洋预告 

北大西洋诺斯伍德最新数据  

将这些文件放在硬盘驱动器新目录下（与海图目录是同一个目录）。我把这个目录叫做 FaxWx。 

使用该插件 

然后，点击主屏幕上的气象传真图标，弹出一个窗口。选择“打开”（Open），浏览 FaxWx 目录，选择

一个传真文件。  

 

墨卡托投影法   

如果该传真是一个墨卡托投影（正交投影，而非极坐标投影），一直点击直到下一个屏幕出现，在第二

个屏幕上设置适当的坐标及经纬度。稍后会有截屏，一直点击海图直到传真覆盖在海图上显示出来。注意：

如果坐标及经纬度设置不当，测试会非常困难，最好设置正确的经纬度，不然 OpenCPN 中传真显示会很奇

怪。我的作法是首先使用一个独立的图片查看器查看选中的传真图像，然后放大，记下要使用的经纬度及

坐标。 

 

极投影  

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方法修改墨卡托投影海图极坐标投影传真。对此我们在论坛上进行了简单讨论，

后续我们也会进行详细的描述，阅读该帖子。  

 

坐标系 1（红色）：在经过极地（南极或北极）的垂直子午线上找一个高纬度点。 

坐标系 2（蓝色）：在低纬度处找一个对角（两边都可以）。 

http://weather.noaa.gov/pub/fax/PWAM99.gif
http://weather.noaa.gov/pub/fax/PWAE98.gif
http://weather.noaa.gov/pub/fax/PPAE50.gif
http://www.opc.ncep.noaa.gov/Atl_tab.shtml
http://www.weathercharts.org/
http://www.cincfleetwoc.com/HF-Fax/North_Atlantic/matrix.html#matrixLatestZData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weatherfax-97533-18.html#post118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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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Get Mapping，蓝色圆圈应该符合各坐标系上的纬度。我们通过修改 PoleX 的数值改变其在左右两

边的位置，通过调整 PoleY 数值调整圆圈半径。将“真实长宽比”（True width Ratio）的值设置为 1.0. 

真实长宽比（True width Ratio）——调整蓝色圆圈的宽度（比如 0.8 会让圆圈变宽，1.2 会让它变窄），

调整真实宽度以便让蓝色圆圈与相关纬线相符，否则“应用”（Applly）不会显示直线经纬线或无法显示。 

极地 X（Pole X）：将蓝色圆圈中心移向左边或右边。蓝色圆圈中心应该在经过极地的经线上。 

极地 Y（Pole Y）：将蓝色圆圈中心移上移下。蓝色圆圈以极地为中心。因为蓝色圆环的宽度改变了，

点击 Get Mapping 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数值不一致，有时候最靠近极地的圈会快速地移动。 

赤道 Y（Equator Y）：这个数值的改变不会有太多变化，后面会对这个数值进行进一步讨论。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极地（Polar），当点击 Get Mapping 后蓝色圆环太宽，首先，检查输入的经纬

（lat/long）值，重置坐标系确保能对上，然后点击 get mapping again，调整“真实长宽比”（True width Ratio）

使圆环与纬线对齐，不要点击 Get Mapping，点击“应用”（Apply），这时线条就变成直的而且正交。 

以下是一个 WxFax覆盖在 Opencpn 中的例子。 

 

通过 SSB 解码声音 

该功能只适用于 Linux 用户，Windows 用户还要等到这些功能通过与 Windows 兼容的声库添加好后才

可以使用。 

 

5. FAQ 

 

■ 我的 Log 文件在哪里？我的 config.ini 文件在那里？ 

阅读该解释：安装 OpenCPN。 

 

■ 我无法找到你提到的很多文件。  

造成这个问题的最大原因是 Windows 默认设置隐藏了系统文件“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试图”

（My Computer ->Tools -> Folder Options –View）。标记“显示隐藏文件和文件夹”（Show hidden files and 

folders），取消选择“隐藏已知文件类型扩展名”（Hide extensions for know file types）。其他版本的 Windows

也类似，但是不完全一致。现在你应该可以找到这些文件了。 

  

■ 我遇到了问题所以进行了重新安装——但是没用。 

试试这个方法：安装 OpenCPN  

 

■ 我的海图在 OpenCPN 显示正常，但不能正常用于 3.0.2 或后续版本。  

OpenCPN 常常将“未知投影方式”（unknown projection）的海图显示为墨卡托投影海图。这个问题不

会存在了。如果 OpenCPN 无法识别该海图的投影方式，该海图就无法显示。这样可以避免潜在的危险。该

问题是由于 opencpn.log 文件导致的。如果一个海图投影状态设置为 UNKNOWN，即便是一张非常不错的

墨卡托投影海图，在使用过程中用户也会遇到问题。有些转换工具爱走捷径，kap-chart-header 中的 PR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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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值输入有误。Projection 总是会被找到的，我们要避免"PR=UNKNOWN"。纬度小于 70 度（南纬/北纬）

的官方海图在 OpenCPN 中无法显示的情况确实很少，只有一部分老式大比例尺诺蒙尼日投影海图不能显

示。  

 

■ 当我在 Linux 命令行中启动 OpenCPN，我得到很多错误信息。  

信息内容如下： 

ALSA lib pcm.c:2217:(snd_pcm_open_noupdate) Unknown PCM cards.pcm.side ALSA lib 

audio/pcm_bluetooth.c:1614:(audioservice_expect) BT_GET_CAPABILITIES failed : Input/output error(5) 

或  

(opencpn:8979): Gdk-CRITICAL **: IA__gdk_drawable_get_size: assertion `GDK_IS_DRAWABLE 

(drawable)' failed 

(opencpn:8979): Gdk-CRITICAL **: IA__gdk_drawable_get_depth: assertion `GDK_IS_DRAWABLE 

(drawable)' failed 

Error opening coefficient file 

(opencpn:8979): Gdk-CRITICAL **: IA__gdk_window_get_origin: assertion `GDK_IS_WINDOW 

(window)' failed 

出现这种信息非常正常，不会对 OpenCPN 造成影响，不用在意。 

 

■ OpenCPN 什么时候才会被移植到 Andriod平台？ 

因为存在一些实际问题，OpenCPN 近期还无法被移植到 Andriod 平台。OpenCPN 中所有显示内容的

后台支持 Wxwidgets 没有被移植到 Andriod 系统中。相关方才开始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 Andriod 使用

的是 linux内核，但除此以外还存在很多 Java代码，而 OpenCPN 及其所有支持系统使用的是 C 和 C++。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要移植需要大幅度地进行代码重写。另外一项值得关注的进展是：能在 Android 硬件上

运行的 Ubuntu 系统正在进展中。 

 

■ 加载矢量海图为什么需要花费这么长时间？ 

你看到的这个问题在 ENC 海图中存在。在航海运用中 ENC 海图必须要转换成内部 SENC 格式。系统

性能不同花费的时间不一样。但是这项操作只需要进行一次，转换过的 SENC 会被储存在系统中以备将来

使用。 

所有 ECS 系统必须将 ENC 海图转换成 SENC 格式。有些系统转换时间长，比如 OpenCPN，这样后续

使用中处理速度就会比较快。有些转换比较快，但在实际显示海图过程中因为有更多问题需要解决，所以

耗时长。因此设计时也就存在目的取向问题，毕竟 OpenCPN的优化是为了实际使用方便而非快速转换。 

 

■ 整个海图上的带“U”的内容是什么？ 

出现的这个问题是 M_QUAL 相关的“S57 文本”（S57 Text）。 

其是被用于表示显示数据质量的元对象。该属性为 CATZOC 或者说 Category of Zone of Confidence。该

数值在很多 US ENC 中为 “6”，或者说 “un-assessed”，也就是这里的 U。 

你可以通过取消选择 Tool Box中 “Vector Charts” 页面下 “Mariners Standard” 选择列表框中M_QUAL

后面的那一项来关闭 OpenCPN中的这些标记。 

取消选择 Meta Objects 同样可以隐藏 U 标记。 

欲学习该应用程序中的首字母缩略词，请在 http://www.s-57.com/搜索“S57 对象和属性”（S57 Object and 

Attribute）对话框。 

 

■ Sea Clear 中有航路点和航线，怎么把它们导入 OpenCPN？ 

http://www.s-5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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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自己就是在 Sea Clear 中创建并保存了我所有的航线和航路点并将它们导出，然后导入

GPSUtility（Windows）中并保存为文本文档。  

为了导入 OpenCPN，我用 GPSUtility 打开我所有的文本文档（航线和航路点），然后保存为一个很大

的 GPX 文件，然后将这个文件加载到 OpenCPN 中，就像 champ 一样。 

我在编辑和将它们保存为 GPX 文档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我们还可以对单个航线进行编辑然后以适当的名称命名并储存为 GPX 文件。 

 

■ 每当我试图打开一个特定用途海图，OpenCPN 系统就会崩溃。出现什么问题了？ 

很有可能是海图文件被损坏了。记下海图文件名称和数量，重新下载。 

阅读可能包含该海图相关信息的日志文件。有时损坏的海图会阻止 OpenCPN 重启。更多说明参阅：安

装 OpenCPN  

 

■ 我使用的是 Linux/Ubuntu，但是我听不到任何声音。 

升级 3.2 应该可以解决该问题，因为声音问题在 3.1.1224 测试版中已经得到了解决。 

OpenCPN 中有 PortAudio sound libraries，并提供完整的 ALSA 支持。 

Windows 和 Mac 中的声音不会改变。 

 

■ 背景  

以下介绍了早期 Linux sounds安装使用问题。简直是一团糟。 

OpenCPN 使用 wxWidgets 中的 wxSound，它是一个通过 OSS 播放声音的简单的声音功能。如果 OSS

不能使用，就会使用 SDL。该应用程序不支持 ALSA。 

11.04 版本中 Ubuntu 不支持 OSS，OpenCPN 不会出现声音问题。新的 Linux 发行版和新的 Ubunt 用

ALSA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取代最初的 OSS，这是有充分理由的。AISA早在 10 年前就取代

了 OSS！  

同样，OpenCPN 所依赖的 libwxgtk2.8-0 使用的不是 Ubuntu 中的 SDL 编译。Linux 的很多版本也存在

这个问题。这是 Linux系统上使用 OpenCPN 出现声音问题的核心所在。 

  

如何让声音功能发挥作用？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好几种，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 

1. aoss 是一个用来捕捉 OSS 声音并将其“转述”给默认 ALSA 声音系统的“包裹程序”。 Ubuntu 并不

会默认进行 OSS 的安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sudo apt-get install alsa-oss”命令进行添加。 

通过“aoss”在命令行启动 OpenCPN： 

$aoss opencpn  

更简单的做法是：写下包含“$aoss opencpn”的外壳脚本，使脚本可执行。将你一般启动 OpenCPN 的

链接（图标）指向该脚本。 

2. “padsp”的作用和“aoss”类似，使用"pulseaudio server"。当"pulseaudio-utils"安装完成后就可以使用。想

要 OpenCPN 声音功能，在命令行执行： 

$padsp opencpn  

当然，这个命令语句同样可以像 aoss那样通过脚本进行控制。 

3. 安装一个支持 SDL的 libwxgtk 版本。我们可以从 http://apt.wxwidgets.org 下载这些版本。OpenCPN 3.0.x

要求最低版本为 ibwxgtk2.8-0，如果是 2.8.12 则所有功能能按预期发挥作用。为 Debian 或 Ubuntu 下

载正确的安装包。最新的 Debian 或 Ubuntu 版本还没有包括在里面。但是我们可以使用 Squeeze（严格

来说是一个 Debian 包）代替。访问：apt.wxwidgets.org/dists/squeeze-wx/main/，选择 32 位或者 64 位版

本 。 比 如 ， 最 新 的 64 位 安 装 包 ：

http://apt.wxwidgets.org/dists
http://apt.wxwidgets.org/dists/squeeze-wx/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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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t.wxwidgets.org/dists/squeeze-wx/main/binary-amd64/libwxgtk2.8-0_2.8.12.1-0_amd64.deb 

下载，然后再命令行输入以下内容进行安装： 

$sudo dpkg -i ibwxgtk2.8XXXXXX（所下载版本的固有名字） 

在很多 Linux系统中可以直接点击安装包进行安装 

不管是按照什么方式进行安装，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升级”成更高版本。 

一旦你按照上述操作安装好支持 SDL的 wxgtk后，打开 Synaptic，找到安装包，标记，然后进入 Package

勾选 Lock Version。这一操作可以避免你安装的 wxgtk 被其更高版本替换，而那些高级版本不怎么支持

SDL。 

4. 你可以对 libwxgtk 进行重新编译使其支持 SDL，不精通此道的用户不适合。 

5. 我们可以对 kernel 进行编译使其支持 OSS，同样，这项操作不适合不精通此道的用户。 

 

■ OpenCPN 和大圆航行  

光栅海图中航向是以可测量的直线的方式进行显示。同样，矢量 ENC 在 OpenCPN 中以墨卡托投影方

式显示，其他 ECS 也是一样的。 

对于典型的沿海航行来说，使用横向线而非大圆航行计算方式测量海图中所包含的距离出现错误的概

率更小。   

对于大多数航海来说，墨卡托投影海图及墨卡托航海是标准的航海方式。“麦卡托航行法”（Mercator 

Sailing）又叫“恒向线航法”，英文名（Loxodrome Sailing 或 Rhumb Line Sailing）。 

 

OpenCPN 3.2.0 直接处理大圆航行问题 

大圆航线可以按照 wiki 的 Planning Data 页面中的方法使用，同样我们还可以通过插件及辅助软件处理

大圆航行问题。  

 本文不尚未完善。欢迎加入 FAQ 文档的建设和编辑工作中来，任何访问者可以注册或直接登录对本

文进行编辑。 

 

 

6. 链接 

其他 OpenCPN 补充信息网站链接。 

http://www.uscgaan.com/opencpn.htm  美国海岸警卫队辅助艇/北方第一航海系统。本网站包含所有信

息，通过这些信息你可以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北 ATON 第一区”（First District Northern ATON ）和“海

图更新项目”（Chart Updating Programs）参与者。  

7. 授权与作者 

OpenCPN 从 GNU通用公共许可证处得到授权 

OpenCPN 首席开发人员：David S Register 

矢量海图描绘改进：Jesper Weissglas 

OpenGL架构：Sean D'Epagnier 

图标设计：Kathleen Boswell 

CM93 偏移及 AIS 改进：Flavius Bindea 

Windows 安装改进：Gunther Pilz 

Garmin 护航模块：Alan Bleasby 

仪表板及对话框改进：Jean-Eudes Onfray 

S52 光栅化改进：Pavel Kalian 

通用性能改进：Piotr Carlson 

http://apt.wxwidgets.org/dists/squeeze-wx/main/binary-amd64/libwxgtk2.8-0_2.8.12.1-0_amd64.deb
http://opencpn.org/planning_data
http://opencpn.org/ocpn/node/133
http://opencpn.org/user/register
http://opencpn.org/user
http://www.uscgaan.com/opencp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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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Manager 对话框：Anders Lund 

OpenCPN 文档：Gordon Mau & Mark A Sikes & Philip Lange 

OpenCPN 共同开发人员：Mark A Sikes 

GPX 导入/导出实现：Thomas Haller 

工具栏图标设计：Will Kamp 

OpenCPN 共同开发人员，MacOSX：Richard Smith & David Herring 

wxWidgets 支持：Ron Kuris 

wxWidgets 设计：Julian Smart, Robert Roebling et al 

S52 显示库代码：Sylvain Duclos 

串行端口库：Manish P. Pagey 

XTIDE 潮汐和潮流代码：David Flater 

GDAL类库：Frank Warmerdam 

BSB 海图格式详情：Mike Higgins 

Mike Higgins 类库：Samuel R. Blackburn 

多边形图形工具：Atul Narkhede 

WVS 海图库：Jan C. Depner 

BSB 海图地理配准方法：Stuart Cunningham, et al 

UTM 转换方法：John F. Waers & Carsten Tschach 

大圆航行规定：Ed Williams 

CIE->RGB Color Conversion Matrix：Philippe Bekaert 

Garmin USB GPS 接口：Robert Lipe 

 

 

7.1 GNU通用公共授权 

声明： 

这是一份 GNU 通用公共授权非正式中文译本。它并非由自由软件基金会所发表，亦非使用 GNU 通

用公共授权的软件的法定发布条款─只有 GNU通用公共授权英文原文的版本始具有此等效力。  

 

1911 年 6 月 第 2 版 

Copyright (C) 1989, 1991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Inc. 

51 Franklin Street, Fifth Floor, Boston, MA 02110-1301, USA 

每个人都可以复制和散布本许可证文件的逐字副本，但不得作任何修改。 

 

导言  

大多数软件授权声明是为了剥夺你共享与修改软件的自由。GNU 通用公共授权却是为了保证你分享与

修改自由软件的自由——确保软件所有使用者都可以自由使用该软件。通用公共授权适用于大多数自由软

件基金会的软件，以及作者指定使用本授权的其他任何软件。（有些自由软件基金会的软件选择适用 GNU

函式库通用公共授权规定。）你也可以指定你的软件适用本授权规定。  

当我们在谈论自由软件时，我们所指的是自由而非价格。该通用公共授权旨在确保你发布自由软件备

份的自由（你也可以决定此服务是否收费），确保你能收到源码或者在你需要时能得到它，确保你能修改软

件或将其一部分用于新的自由软件并确保你知道你的这些权利。   

为了保障你的权利，我们需要禁止任何人否认你的上述权利或要求你放弃这些权利。如果你发布软件

副本，或者对之加以修改，这些限制就转化成为你的责任。  

例如，如果你发布此程序的副本，无论免费或收费，你必须将你所享有的一切权利给予收受者。你也



西安融成科技有限公司 出品                   KeyWords：opencpn 电子海图 

 

www.opencpn.cn   www.rochern.com 171 

 

必须确保他们也能收到或得到原始程序码。而且你必须向他们展示这些条款的內容，使他们知晓自己所享

有的权利。  

我们采取两项措施來保护你的权利：(1)以著作权保护软件，以及(2)提供你本授权，赋与你复制、发布

和/或者修改软件的法律许可。  

同时，为了保护作者及我们自己，我们想要确定每个人都明白：自由软件是沒有担保责任的。如果软

件被他人修改并加以传播，我们需要其收受者知道，他们所得到的并非原始版本，因此由他人所引出的任

何问题对原作者的声誉将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最后，所有自由软件不断地受到软件专利的威胁。我们希望能避免自由软件的再发布者以个人名义取

得专利授权而使程序专有化的风险。为了防止上述的情事发生，我们在此明确声明：任何专利都必须为了

每个人的自由使用而核准，否则就不应授与专利。  

以下是有关复制、发布及修改的明确条款及条件。  

复制、发布及修改的条款与条件 

  

0. 凡著作权人在其程序或其他著作中声明，该程序或著作会在通用公共授权条款下发布，本授权对其均有

适用。以下所称的"程序"，是指任何一种适用通用公共授权的程序或著作；并且一个"基于本程序的著作"，

则指本程序或任何基于著作权法所产生的衍生著作：换言之，是指包含本程序全部或部分内容的著作，不

论是完整的或经过修改的程序和/或翻译成其他语言的程序。（以下"修改"一词包括但不限于翻译行为）被授

权人则称为"你"。 

本授权不适用于复制、发布与修改以外的行为；这些行为不在本授权范围内。本程序在运行上不受限

制，而本程序的输出只有在其內容构成基于本程序所生的著作（而非只是因为执行本程序所造成）时，始

受本授权拘束。至于程序的输出內容是否构成本程序的衍生著作，则取决于本程序的具体用途。  

1. 你可以对所收受的本程序源代码，无论以何种媒介，复制与发布其完整的复制物，然而你必须符合以下

要件：以显著及适当的方式在每一份复制物上发布适当的著作权标示及无担保声明；维持所有有关本授权

以及无担保声明的原貌；并将本授权的副本连同本程序一起交付予其他任何一位本程序的收受者。  

你可以对让与复制物的实际行为收取一定的费用，你也可以自由决定是否提供担保以作为对价的交换。 

2. 你可以修改本程序的一个或数个复制物或者本程序的任何部份，以此形成基于本程序所生的著作，并依

前述第一条规定，复制与发布此一修改过的程序或著作，但你必须符合以下要件：  

    (a) 你必须在所修改的挡案上附加显著的标示，阐明你修改过这些挡案，以及修改日期。  

    (b) 你必须就你所发布或发行的著作，无论是包含本程序全部或一部的著作，或者是自本程序或其任

何部份所衍生的著作，整体授权所有第三人依本授权规定使用，且不得因此项授权行为而收取任何费用。 

    (c) 若经过修改的程序在执行时通常以交互方式读取命令时，你必须在最常被使用的方式下，于开始进

入这种交互式使用时，列印或展示以下宣告：适当的著作权标示及无担保声明（或者声明你提供担保）、使

用者可以依这些条件再发布此程序，以及告知使用者如何浏览本授权的副本。（例外：若本程序本身是以交

互的方式执行，然而通常却不会列印该宣告时，则你基于本程序所生的著作便无需列印该宣告。） 

这些要求对修改过的著作是整体适用的。倘著作中可识別的一部份并非衍生自本程序，并且可以合理

地认为是一独立的、个別的著作，则当你将其作为个別著作加以发布时，本授权及其条款将不适用于该部

分。然而当你将上述部分，作为基于本程序所生著作的一部而发布时，整个著作的发布必须符合本授权条

款的规定，而本授权对于其他被授权人所为的许可及于著作整体。  

因此，本条规定的意图不在于主张或剥夺你对于完全由你所完成著作的权利；应该說，本条规定意在

行使对基于程序所生的之衍生著作或集合著作发布行为的控制权。  

此外，非基于本程序所生的其他著作与本程序（或基于本程序所生的著作）在同一储存或发布的媒介

上的单纯聚集行为，并不会使该著作因此受本授权条款约束。 

3. 你可以依前述第一、二条规定，复制与发布本程序（或第二条所述基于本程序所产生的著作）的目的码

或可执行形式，但你必须符合以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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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附上完整、相对应的机器可判读源码，而这些源码必须依前述第一、二条规定在经常用以作为软

件交换的媒介物上发布；或  

 (b) 附上至少三年有效的书面报价文件，提供任何第三人在支付不超过实际发布源码所需成本的费用

下，取得相同 

 源码的完整机器可读复制物，并依前述第一、二条规定在经常用以作为软件交换的媒介物上发布该复

制物；或  

  (c) 附上你所收受有关发布相同源码的报价资讯。（本项选择仅在非赢利发布、且仅在你依前述 b 项方

式自该书面报价文件收受程序目的码或可执行形式时，始有适用。）  

著作的源码，是指对著作进行修改时适用的形式。对于一个可执行的著作而言，完整的源码是指著作

中所包含所有模组的全部源码，加上相关介面的定义挡，还加上用以控制该著作编译与安裝的描述。然而，    

特別的例外情况是，所发布的源码并不需包含任何通常会随著所执行作业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编译器、

核心等等）而发布的软件（无论以源码或二进位格式），除非该部分本身即附加在可执行程序中。 

若可执行码或目的码的发布方式，是以指定的地点提供存取位置供人复制，则提供可自相同地点复制

源码的使用机会，视同对于源码的发布，然而第三人并不因此而负有将目的码连同源码一起复制的义务。  

4. 除本授权所明示的方式外，你不得对本程序加以复制、修改、再授权或发布。任何试图以其他方式进行

复制、修改、再授权或者发布本程序的行为均为无效，并且将自动终止你基于本授权所得享有的权利。然

而，依本授权规定自你手中收受复制物或权利之人，只要遵守本授权规定，他们所获得的授权并不会因此

终止。  

5. 因为你并未在本授权上签名，所以你无须接受本授权。然而，除此之外你別无其他修改或发布本程序或

其衍生著作的授权许可。若你不接受本授权，则这些行为在法律上都是被禁止的。因此，藉由对本程序（或

任何基于本程序所生的著作）的修改或发布行为，你表示了对于本授权的接受，以及接受所有关于复制、

发布或修改本程序或基于本程序所生著作的条款与条件。  

6. 每当你再发布本程序（或任何基于本程序所生的著作）时，收受者即自动获得原授权人所授予依本授权

条款与条件复制、发布或修改本程序的权利。你不得就本授权所赋予收受者行使的权利附加任何进一步的

限制。你对于第三人是否履行本授权一事，无须负责。  

7. 若法院判决、专利侵权主张或者其他任何理由（不限于专利争议）的结果，使得加诸于你的条件（无论

是由法院命令、协议书或其他方式造成）与本授权规定有所冲突，他们并不免除你对于本授权规定的遵守。

若你无法同时符合依本授权所生义务及其他相关义务而进行发布，那么其结果便是你不得发布该程序。例

如，若专利授权不允许其他人直接或间接取得复制物，通过你以免付权利金的方式再发布该程序，你唯一

能同时滿足该义务及本授权的方式就是徹底避免进行该程序的发布。  

若本条任一部份在特殊情况下被认定无效或无法执行时，本条其余部分仍应适用，且本条全部于其他

情况下仍应适用。 

本条的目的并不在诱使你侵害专利或其他財产权的权利主张，或就此类主张的有效性加以争执；本条

的唯一目的，是在保障藉由公共授权惯例所执行自由软件发布系统的完整性。许多人信赖该系统一贯使用

的应用程序，而对经由此系统发布的大量软件有相当多的贡献；作者/贡献者有权决定他或她是否希望经由

其他的系统发布软件，而被授权人则无该种选择权。  

本条的用意在于将本授权其他不确定的部分徹底解释清楚。  

8. 若因为专利或享有著作权保护的介面问题，而使得本程序的发布与/或使用局限于某些国家时，则将本程

序置于本授权规范之下的原著作权人得增列明确的发布地区限制条款，将这些国家排除在外，而使发布的

许可只限在未受排除的国家之內或之中。在该等情况下，该限制条款如同以书面方式订定于本授权內容中，

而成为本授权的条款。 

9. 自由软件基金会得随时发表通用公共授权的修正版与/或新版本。新版本在精神上将近似于目前的版本，

然而在细节上或所不同以因应新的问题或状况。 

每一个版本都有个別的版本号码。若本程序指定有授权版本号码，表示其适用该版本或是“任何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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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时，你可以选择遵循该版本或任何由自由软件基金会日后所发表新版本的条款与条件。若本程序并未

指定授权版本号码时，你可以选择任一自由软件基金会所发表的版本。 

10. 若你想将部分本程序纳入其他自由程序，而其发布的条件有所不同时，请写信取得作者的许可。若为

自由软件基金会享有著作权的软件，请写信至自由软件基金会；我们有时会以例外方式予以处理。我们的

决定取决于两项目标：确保我们自由软件的所有衍生著作均维持在自由的状态，并广泛地促进软件的分享

与再利用。  

无担保声明 

11. 由于本程序是无偿授权，因此在法律许可范围內，本授权对本程序并不负担保责任。非经书面声明，

著作权人与/其他提供程序之人，无论明示或默许，均是依「现况」提供本程序而并无任何形式的担保责任，

其包括但不限于，就适售性以及特定目的的适用性为默示性担保。有关本程序品质与效能的全部风险均由

你承担。如本程序被证明有瑕疵，你应承担所有服务、修复或改正的费用。 

12. 非经法律要求或书面同意，任何著作权人或任何可能依前述方式修改与/或发布本程序者，对于你因为

使用或不能使用本程序所造成的一般性、特殊性、意外性或间接性损失，不负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资料损失，资料执行不精确，或应由你或第三人承担的损失，或本程序无法与其他程序运作等），即便前述

的著作权人或其他人已被告知该等损失的可能性时，也是一样。  

 

你的新程序该如何采用这些条款？ 

如果你开发了一个新程序，并且希望能够让它尽可能地被大众使用，达成此目的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它

成为自由软件，任何人依这些条款规定都能就该软件再为发布及修改。  

为了做到这一点，请将以下声明附加到程序上。最安全的作法，是将声明放在每份源码挡案的起始处，

以有效传达无担保责任的讯息；且每份挡案至少应有「著作权」列以及本份声明全文位置的提示。 

用一行描述程序的名称与其用途简述 著作权所有(C)<年份><作者姓名>。  

本程序为自由软件；你可依据自由软件基金会所发表的 GNU 通用公共授权条款规定，就本程序再为

发布与/或修改；无论你依据的是本授权的第二版或（你自行选择的）任一日后发行的版本。  

本程序是基于使用目的而加以发布，然而不负任何担保责任；亦无对适售性或特定目的适用性所为的

默示性担保。详情请参照 GNU 通用公共授权。 

你应已收到附随于本程序的GNU通用公共授权的副本；如果没有，请写信至自由软件基金会：59 Temple 

Place - Suite 330, Boston, Ma 02111-1307, USA。 

同时附上如何以电子及书面信件与你联系的资料。  

若程序是以交互方式运作时，请在交互式模式开始时，输出简短提示如下：  

Gnomovision 第 69 版，著作权所有 (c) 年份 作者姓名 Gnomovision 不负担保责任，欲知详情请键入

‘show w’。这是一个自由软件，欢迎你在特定条件下再发布本程序；欲知详情请键入‘show c’。  

所假设的指令‘show w’与‘show c’应显示通用公共授权的相对应条款。当然，你可以使用‘show w’

与‘show c’以外的指令名称；甚至以鼠标键击或选菜单方式进行-只要是合于你程序需要的方式都可以。 

如有需要，你亦应取得你的雇主（若你的工作为程序设计師）或学校就本程序所签署的「著作权放弃

承諾书」。其范例如下，你只要修改姓名即可：  

Yoyodyne 公司，茲此放弃 James Hacker 所写之‘Gnomovision’程序（该程序产出编译器所需资讯）

所有的著作权利益。 

<Ty Coon 公司签章>，1989 年四月一日 Ty Coon 公司,副总裁本通用公共授权并不允许你将本程序并入

专有程序中。若你的程序是一子程序函数库时，你可能认为允许专有应用 

程序与该函式库相连结会更有帮助。若这是你所想做的，请使用 GNU函式库通用公共授权代替本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