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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软件 

 

1. 海图转换指南 

 

1.1 Imgkap 

长期以来我们只能通过 libbsb将海图图片转换成 BSB海图。 

现在 Imgkap可以代替 libbsb实现这一转换，此外 imgkap还有很多新功能。 

更多 imgkap相关信息，请访问：www.dacust.com/inlandwaters/imgkap/ 

图片到海图的一些信息： 

tiff2bsb(libbsb)和 imgkap 都需要用户提供关于海图图片的地理定位和信息的 header 文

件。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创建该文件。手动创建或者按照“Conversion Using Linux”中所

描述的方法创建（其实该方法还适用于Window及其他部分）。  

想看真正的 header，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海图文件(whatever.kap)。 

文本的第一部分是用户提供的，紧接着的内容是 libbsb或 imgkap创建的，最后一部分

是二进制内容。 

不管你采用什么办法进行转换，你都要了解 header。 

以下注释过的 header文件源自 NGA project。其对必要项作了基本描述： 

VER/2.0 [0] 

BSB/NA= [1] 

    NU=[2],RA=[3],[4]，DU=72 

KNP/SC=[5],GD=[6],PR=[7] 

    PP=[8],PI=UNKNOWN,SP=UNKNOWN,SK=[8a],TA=[8b] 

    UN=[9],SD=[10],DX=000,DY=000[11] 

CED/SE=[12],RE=[13]，ED=[14] 

OST/1 

REF/1,[16] 

REF/2, 

REF/3, 

REF/4, 

PLY/1,[17] 

PLY/2, 

PLY/3, 

PLY/4, 

DTM/0.00,0.00 [18] 

CPH/0.0 [19]  

 

0. 使用 BSB版本 

1. *海图名称源于海图，警告不要使用逗号"，" 

2. *海图号： 23456上的 Plan A 应该被命名为 23456_A 

3.  X坐标空间内图片像素大小 

4.  Y坐标空间内图片像素大小 

5. *源于海图的海图比例尺 

http://www.dacust.com/inlandwaters/imgk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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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地基准，比如海图中的WGS84。我不会对写有"UNKNOWN"的海图进行定义，

这不是一项可以猜测的工作。这方面的信息要么是作了规定的，要么是大地基准。这个

与WGS84无关。除了另作说明，1990 (?) 前发行且符合世界测地系统的海图应该是 

WGS72。WGS 84 和 WGS 72之间的差别很小。 

7. *投影一般来说都是墨卡托投影，其中少数是横轴墨卡托投影。我们不应该考虑其他

投影，诺蒙尼日投影小比例尺大圆海图等等。诺蒙尼日投影大比例尺海图计划可以考虑

使用这种方法，比如 1:50，000 或更大的比例尺。目前，高纬度朗伯正形圆锥投影可以

忽略。OpenCPN 只处理墨卡托投影和横轴墨卡托投影。我不考虑多圆锥投影海图。 

8. *就墨卡托投影海图来说，该纬度比例尺有效。如果海图上有，使用该数值。 

如果海图上不存在，使用该纬度的上边缘和下边缘纬度(最近的 1/10度)平均值。  

对于横轴墨卡托投影海图来说，使用东部边缘和西部边缘经度平均值。  

把可能的大比例尺诺蒙尼日投影视作墨卡托投影海图。  

    8a.   SK 是非“北点朝上”海图的倾斜角度。对于“北点朝上”海图来说，该值

为 0.0 

    8b.   TA是文本角度，基本上都是 90.0 

9. 海图水深点单位一般都是米 

10. 海图水深点资料，比如MLWS，LAT 

11. 横向和纵向分辨率，米每像素。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计算。OpenCPN会进行处理。 

12. 海图版本日期复制于西南角的 chart，inf。此外，不得出现逗号。 

13. 我们的发行版本。 

14. 我们的发行日期。 

16. 地理定位，标准案例 – 简单 4 角海图，使用 4 个角，从西南角开始沿顺时针方向

移动。格式: x 像素，y 像素，纬度，经度。经纬度为十进制，有 8位数，北纬和东经

为正值。 

    使用 4角的原因之一就是抓住倾斜和弯曲海图及计算 SK (8a)， 同时计算未进行合

理对齐的海图的旋转角度。  

17. 标准案例，从参考处复制经纬度。 

18. 进行弧秒修正将海图移至 WGS84。一般来说这些在海图上都有（如果存在）以弧

分为单位的修正以在海图上绘制一个WGS84 位置。这些修正要被转换成弧秒，这些符

号倒转了。（我们正在做海图中这种倒转工作）。一般海图上很难找到这些数值。  

19. 如果一张海图跨过对向子午线，= > CPH/180.0， 否则， => CPH/0.0.。 所以，很

多海图的 CPH/ 为 0.0. 注意 OpenCPN 处理经过对向子午线的问题而其他绘制其无

法处理。 

 

**IFM** 没有被用作 tif2bsb，imgkap会计算这些数值并将他们和其他数值一起添加到 

最终 kap的 Header中，比如 RGB数值。所有手动输入的数值都会被覆写。 

与 libbsb相比，imgkap的一大优势在于其可以直接使用海图图片的初始格式。 

校正海图就像创建 header文件一样简单，一个以".txt"为扩展名的文本文件。 一般西南

角和东北角的经纬度会被印在海图上。 

    使用类似 GIMP为每个角找到像素坐标。 

    比如，对于海图图片 BA1121.jpg，我们编写了头文件 BA1121.txt。 

    为创建扩展名为".kap"的海图文件，执行以下： 

imgkap BA1121.jpg BA1121.txt BA1121.k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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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ibBSB 

Libbsb就相当于老版 imgkap。通过它可以将海图图片转换成可使用的 BSB类型海图。 

想知道所有文档和源代码信息，请访问 libbsb.sourceforge.net 

这里只能下载 Linux发行版和 Windows上的 Debian二进制安装包。其他地方可能可以

找到其他系统的安装包。  

 libbsb-tools_0.0.7_i386.deb 

 libbsb-tools_0.0.7_amd64.deb 

 libbsb-0.0.7-win32.zip 

 

1.3 使用 Linux转换 

如何将海图图片转换成 OpenCPN（Linux）可读取的格式？ 

你是否有多张关于你所在区域的图片格式扫描海图（jpg，，tiff等等）而 OpenCPN却无

法读取？下面将教你如何将这些图片转化成可用的电子海图。  

工具： 

1. ImageMagick: http://www.imagemagick.org/（有些发行版上可以使用二进制版本，Ubuntu

只需要通过库里的安装包管理器就可以实现） 

2. Libbsb: http://libbsb.sourceforge.net（你需要安装一些 libtiff-dev 和 libpng-dev版本来创

建。访问这里找到我成功使用的.deb包） 

3. mc2bsbh： 

1) 找到 C++源文件，并在目录处输入： 

2) g++ -Wall -s -O2 mc2bsbh.cpp -o mc2bsbh 

3) 我在 Karmic上编译没有任何问题。我个人把他放置于/usr/local/bin目录下（用

户身份拥有）。所以它在 PATH里并可以从任何地方调用。  

4. MapCal: 免费导航包 SeaClear  

1) 注意：当我在Wine上运行时出现问题（保存校正），但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

现在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建议之一：在运行MapCal前，将你要写入校正的

目录变成全局可写式。 

5. pcx2tif脚本（选择性）。The pcx2tif 脚本 (可选)见这里。这是一个小的"taifun" 外壳脚

本，用于转换倾斜海图老式Maptech类型格式。如果你发现你的海图是由小部分而非整

个文件组成的，该脚本将会将它们一同变成 TIFF格式。 

1) 原始码中有使用指南  

 

一旦所有工具都设置好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1. 通过 imagemagick 将海图图片转换成 tiff；  

2. 用同样的方法将其转换成 png (两种文件都需要)。  

3. 将海图 png版本载入Mapcal并进行校正；  

4. 通过 mc2bsbh 产生海图 header，通过 libbsb创建海图.kap 版本；  

5. 将 .kap 复制到 opencpn海图目录下（chart dir）重新加载海图数据库。 

第一步和第二步： 

现有一张名为 chart.jpg 的 jpeg格式海图， 

http://libbsb.sourceforge.net/
http://www.imagemagick.org/
http://libbsb.sourceforge.net/
http://opencpn.org/libbsb
http://www.dacust.com/inlandwaters/mapcal/index.html
http://opencpn.org/sites/default/files/users/taifun/pcx2tif.zip
http://opencpn.org/sites/default/files/users/taifun/pcx2tif.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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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pencpn.cn   www.rochern.com  |  4 

 

在命令行输入： 

convert chart.jpg -colors 127 chart.gif 

输入： 

convert chart.jpg -colors 127 chart.png 

（有一个脚本可以同时处理多个该种文件。只要删除.DOC扩展名） 

imagemagick要求：首先要删除.gif文件，.tif和.png文件可以一直保存直到结束再删掉。 

第三步： 

■ 打开MapCal； 

■ “文件->Open Image”（File->Open Image），打开.png海图，这时可以忽略数据窗口，

稍后再处理。点击 OK，这时你可以看到你的海图了； 

■ 在拐角处找到一个能轻松看出经纬度的点，右键该点，选择 Add New Cal. Point进

行校正。通过按钮上的小“+”和“-”进行缩放； 

■ 忽视纬度有三个整数数据的事实，因为毕竟我们讨论的是地球。在拐角处输入坐标

并往前推进至少三个点； 

■ 点击 Activate Changes，确保 grib是否有效，点击 Border，在海图周围画一个边界（非

常简单）； 

■ 你还需要输入一些海图数据：“编辑”（Edit）和“海图信息”（Chart Information）； 

■ OpenCPN中会出现“海图名称”（Chart Name），通过这个名称你可以看出刚刚所做

的一切，选择该名称； 

■ 本例中我们使用“chart”； 

■ 你至少还需要输入比例尺（Scale：可以从海图行找到）、深度单位（Depth Units）、

项目（Projection）和基准点（Datum：一般用的是 WGS84，老式海图可能不是，所以要特

别留意）。所有这些信息都可以从海图上找到； 

■ 更多信息查看 SeaClear Manual；  

■ “文件->保存校准”（File->Save Calibration）。为所有其他海图重复 ad-lib然后退出。

如果一切正常，你会在所加载的 png海图原目录下找到一个名为 CHARTCAL.DIR的文件。

借此，你校正过的海图才可以被 OpenCPN使用。  

第四步：  

■ 通过命令行创建海图 header；   

■ mc2bsbh CHARTCAL.DIR；  

■ 你会看到:  

■ Create CHART.hdr（.hdr文件一定有 DOC换行符） 

■ 输入:  

■ tif2bsb -c 127 CHART.hdr chart.tif chart.kap 

■ 这样 chart.kap就很容易被 OpenCPN 使用 

可以通过 mc2bsbh页面 tif2bsb batch script同时对多张海图进行此项操作。如果出现大

小写字母问题，请尝试： 

for i in `find * -depth`; do (mv $i `echo $i|tr [:upper:] [:lower:]`); done 

这样可以将本目录下所有文件中的大写字母改成小写字母。 

如果出现/bin/bash^M问题，却没有这类 shell，就说明是 cr/lf问题。对其进行编辑，在

每一行的末尾输入[enter]（只有 7行），清除空白项。  

在 OpenCPN中安装 filename(s).kap（查看安装海图） 

注意 1：你还可以通过一个模版及文本编辑器使用校准数据手动创建.hdr文件。 

注意 2：如果遇到关于该命令的各种问题：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attachment.php?attachmentid=12502&d=1263164543
http://www.dacust.com/inlandwaters/mapcal/mc2bsbh/tif2bsb_batch.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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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t 是 imagemagick的命令。  

tif2bsb 是 libbsb的命令。 

mc2bsbh 是独立的。 

注意 3：Jonasberg 提出的关于会话中的颜色： 

127是所使用的单个颜色的数值。我们可以做出一些牺牲来减小这个数值以便减小文件

大小，比如颜色比较少的类似 png位图格式文件。 

注意 4：joinpcx脚本： 

如果你独立使用该脚本而没有与"charts" 脚本混用，改变以下命令行： 

convert new1.gif - colors 127 $1.tif 

(and .png) to 

convert new1.gif -colors 127 `basename $PWD`.tif 

(and .png)  

因为 "$1" 不会创建 [目录名].tif 和 .png文件，所以也就不会创建任何文件。 

`basename $PWD`会创建名为[当前目录名].tif (and .png)的文件。 

所以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编辑该脚本。 

 

2. 警报声音 

以下网站有很多声音文件可用于 AIS和锚报警： 

www.policeinterceptor.com/navysounds.htm 

 

3. 天文导航 

应用: 天文导航 

■ 天体的识别（Identification of celestial bodies）  

■ 航海年历（Nautical Almanac），包括太阳和月亮现象 

■ 视点（Sights），观测到的地平纬度的修正和“位置线”（LOP）的计算（LOP类型：

Marcq Saint Hilaire） 

■ 天文定位，导出 GPX文件以备 OpenCPN使用。完整方案：  

http://www.policeinterceptor.com/navysound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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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Astronavigation.exe程序可以轻松解决 Running Fix问题 

animated gif 

 

“位置圆”（Circles of position）或“等高圆”（Circles of equal altitude），基本比例尺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avigationalalgorithms/software/AstroNavigation.gif?attredirec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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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pencpn.cn   www.rochern.com  |  7 

 

 

修复和置信椭圆，沿海比例尺 

Pack overview 

该款软件是免费、非商用的：http://sites.google.com/site/navigationalalgorithms（只适用

于Windows） 

绘制等高圆：方法介绍  

 

4. 海图转换 

BSB Lib 

http://libbsb.sourceforge.net/ 

BSB Lib是一个可移植 C库，用于读出和写入 BSB格式图像文件，主要用于航海图。 

Libbsb 包中包含很多用于转换和处理 BSB海图的应用程序。Examples 页面有样本文件

和使用这些程序的指导教程。 

■ bsb2tif – 将 BSB 图像转换成 TIFF 格式 

■ bsb2ppm – 将 BSB图像转换成 PPM格式 

■ bsb2png - 将 BSB图像转换成 PNG格式 

■ tif2bsb - 将 TIFF图像转换成 BSB格式  

■ ppm2bsb - 将 PPM图像转换成 BSB格式  

■ bsbfix – 修改 BSB 文件索引表  

mc2bsbh应用程序 

http://www.dacust.com/inlandwaters/mapcal/ 

通过这个应用程序可以将经 MapCal 校准的海图图像转换成 BSB 海图，这样可以在海

员导航程序中显示。 

KAP-File应用程序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kap-file-utility-38725.html  

一些类似 mc2bsbh的命令行工具和 libbsb工具的 GUI，（只适用于Windows） 

适用于 Google Earth 

GE2KAP 

http://www.gdayii.ca/Downloads/ （解压密码：phiggins）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avigationalalgorithms/software/SoftwareNavigationalAlgorithms.pdf?attredirects=0
http://sites.google.com/site/navigationalalgorithms/
http://www.mediafire.com/download.php?pp89of9q9fk4rbi
http://libbsb.sourceforge.net/
http://www.dacust.com/inlandwaters/mapcal/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kap-file-utility-38725.html
http://www.gdayii.ca/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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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2KAP - Google Earth 的 Creates.KAP 海图。 

GERoute – 通过某一路径加载“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缓存。 

C2GPXKML – 将航海线路和航迹点转换成不同格式。  

 

GE2KAP创建的港口详情 

ChartAid 

http://www.bellwoodgroup.com/marine/chartaid/index.htm 

Google Earth 和 Google Maps的可打印图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特定地区和位置的详细

信息。ChartAid程序让我们可以将 Google Maps的可打印图像另存为 BSB/KAP格式的光栅

海图或图片海图。 

Overlay NOAA raster charts in Google Earth 

http://matrixmariner.com/geRasterOverlay 

Script to Convert MaxSea Routes to GPX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script-to-convert-maxsea-routes-to-gpx-41010.ht

ml  

 

5. Chart Work 

使用 GPX程序和 Chart Work系列程序可以像传统处理方式一样处理电子海图。 

有如下三个应用程序： 

1. “位置线”（Lines of position）和大圆航行（顺行）。 

2. 绘图：潮汐流和领航（潮流和沿海修复）。 

3. 搜索和救援搜索模式  

GPX 导出包括： 

沿海航行位置线 

■ 航向 

■ 航程 

■ 水平角 

天文导航位置线 

■ Marcq St. Hilaire位置线 

■ 位圆 

无线电导航位置线 

■ RDF航向 

航线： 

■ 大圆航行 

■ 综合  

绘制和沿海修复潮汐漂移和设置 

■ “流动量”（Lasheras） 

http://www.bellwoodgroup.com/marine/chartaid/index.htm
http://matrixmariner.com/geRasterOverlay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script-to-convert-maxsea-routes-to-gpx-41010.html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script-to-convert-maxsea-routes-to-gpx-410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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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clonic 方法 

■ 通过同一对象同时航程和航向修复。地理视距，D(吃水线，对象顶部)  

■ 通过两个同时水平角修复 

SAR 搜索模式 – Patrones de búsqueda SAR  

■ “扩展方形”（Expanding Square） 

■ 分区搜索 

■ 一艘船舶并行搜索 

 资源: 

■ ChartWork使用指南 

■ 例子： pdf 和 GPX 文件 

■  免 费 软 件 用 以 创 建  GPX 文 件 ， 可 用 作 OpenCPN 导 入 文 件 : 

http://sites.google.com/site/navigationalalgorithms/ (只适用于Windows®) 

 

5.1 位置线和大圆航行 

Chart Work – 传统纸质海图在 ECS上的表现，如下图： 

 

http://www.mediafire.com/download.php?a8gjdjfj8l19nnb
http://www.mediafire.com/download.php?0c13tih7hm1pd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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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航行 

所使用的三类位置线（Lines of Position）： 

■ 航向（Bearing）  

■ 航程（Range） 

■ 水平角（Horizontal angle） 

 

 
通过三个同时存在的航向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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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pencpn.cn   www.rochern.com  |  14 

 

 

通过三个同时存在的航向进行定位（细节图） 

天文导航 

近海航行者把天文导航、六分仪观测当作 GPS 备用设备。我们可以通过六分仪获取天

体高度并通过 OpenCPN绘制天文“位置圈”（COP）而非“位置线”（LOP）。重复操作并至

少找三个视点。你可以轻松查看你的定位附近是否存在危险物或不稳定性。  

 

天文航海中位置圆的参数 

■ 方法介绍 

通过三种方法确定的航线 

http://www.mediafire.com/download.php?pp89of9q9fk4r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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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向线”（Rhumb Line），直接在 OpenCPN上使用（还使用 Plugin Route_pi） 

■ “大圆航线”（Great Circle），直接在 OpenCPN上使用（还使用 Plugin Route_pi） 

■ “综合航线”（Composite），直接在 OpenCPN上使用（还使用 Plugin Route_pi） 

这三类航线在 ChartWork上同样可以：   

 

综合航线 

 

通过 OpenCPN创建综合路线 

无线电导航 

RDF或无线电方位计提供一个航向，我们可以通过 GPX输入绘制位置线，有两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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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pencpn.cn   www.rochern.com  |  16 

 

■ 船载 RDF 

■ 监测站 RDF 

 

通过 OpenCPN及两个 RDF航向定位 

 

5.2 领航 

通过 OpenCPN GPX设备及 Chart Work——领航程序可以像传统处理方式那样对海图进

行处理。 

下图为领航及沿海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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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领航技巧——潮汐流 

■ 潮汐漂移和设置 

■ “流动量”（Lasheras）  

■ Ciclonic 方法 （820. 最好通过 Plotting Running Fixes确定航迹。 Bowditch美国实

用航海） 

沿海导航 

■ 通过同一对象同时存在的航程和航向进行修复，航程： 

地理视距 

D（吃水线，对象顶部） 

■ 通过同时存在的两个水平角 

 

5.3 ChartWork —— SAR搜索模式 

搜索和营救设备可以生成 OpenCPN和谷歌地球 GPX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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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模式： 

■ “扩大方块”（Expanding Square） 

■ “分区搜索”（Sector Search） 

■ 一艘船舶并行搜索 

■ 两艘船舶并行搜索 

输入方向以考虑潮汐、风和漂移。 

航段数量和长度可以自行配置。 

 

 

创建可导入 OpenCPN的 GPX文件的免费软件见： 

 http://sites.google.com/site/navigationalalgorithms/（只适用于Windows） 

 

6. GRIB数据和软件 

http://www.grib.us 

通过免费软件 Ugrib可以立刻查看全球气象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自定义。借助一个使

用简便的界面，你可以通过桌面下载和查看气象数据。 

 http://www.grib.us/GribData.aspx上有这些数据，其源自 US GFS全球气象模型。其分辨

率为 0.5度，包括地面风和气压。从网页上你可以看到 7天的预报及 3小时时步。 

zyGrib 

http://www.zygrib.org 

Linux，Mac OS X and Windows（GPL3，Qt）图形软件用以下载和显示 GRIB1文件。 

 

7. NMEA仪器 

你可能想尝试以下船载台式/笔记本电脑 NMEA仪器之一： 

1. NavMonPC：闭源，只适用于Windows，但据说其是优良的风仪器、GPS、AIS显示、

http://sites.google.com/site/navigationalalgorithms/
http://www.grib.us/
http://www.grib.us/GribData.aspx
http://www.zygrib.org/
http://www.navmon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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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警告等； 

2. PolarCOM：闭源，Windows、Linux、Mac。我们可以看出是优良的风仪器，GPS，

AIS显示，锚警告等；  

3. CapCode：开源，基于 JAVA 的导航软件，侧重于航行/regatta 服务、支持风仪器、

极地（polars）、VMG等等； 

4. Matrix Mariner GPS：开源，Windows和 Linux，可以看出是优良的 GPS显示，GPS

处理上的一些功能包括现场 GPS输出到谷歌地球。（Windows版本包括 VSPE kernel

模式，虚拟串行驱动）； 

5. VSPE：闭源，只适用于Windows，虚拟串行仿真器，我们可以通过它同时在几个应

用程序上使用串行端口数据（比如 GPS 或 NMEA 数据）。我们可以同时运行

PolarCom、NavMonPC、OpenCPN及其他导航程序而不会出现 COM端口冲突。 

6. gpsview：NMEA 文本数据分析工具。允许我们加载 NMEA日志文件及查看表格、

图形和航迹表单数据。 

7. Muplex：GPL开源，Linux多路复用器，可以混合不同真实和虚拟（USB和蓝牙）

NMEA 数据输入流并在多个应用程序间共享，创建虚拟串行端口及 TCP/IP 本地环

路或网络，如WindowsVSPE； 

8. OSD_Depth：GPL开源，一个使用 OSD技术（屏幕显示，每次都在应用程序顶部，

使用大数字）的音响测深中继器，通过 NMEA语句显示水深，以“米” 、“英尺”、

“英寻”为单位的 DBT或 DPT； 

 

9. kplex:Linux，OS X和 FreeBSD开源（GPLv3）软件 NMEA0183多路复用器。处理

串行，pty，TCP/Ipv4，TCP/Ipv6，广播 UDP，文件输入和输出及可选择的语句过滤，

检查总和数据源优先级/失效转移。 

 

8. 潮汐 

1. SHOM法国——http://www.shom.fr/fr_page/fr_serv_prediction/ann_marees.htm 

2. 英国海测局 UKHO easytide—— 

http://easytide.ukho.gov.uk/EASYTIDE/EasyTide/SelectPort.aspx 

3. 英国 NOC——http://www.pol.ac.uk/ntslf/tidalp.html 

4. 荷兰交通及水管理部——http://live.Getij.nl/index.cfm?page=getijvoorspellingen2 （包

含导出功能） 

5. 荷兰 RWS——iCalendar Tide Wizard： 

http://live.getij.nl/outlookgadget/php/index.php?field_language=en 

6. 德国，BSH—— 

http://www.polarnavy.com/main/prod2
http://capcode.sourceforge.net/
http://matrixmariner.com/mmg
http://www.eterlogic.com/Products.VSPE.html
http://code.google.com/p/gpsview/
http://marinux.pk973.org/
http://marinux.pk973.org/
http://www.stripydog.com/kplex
http://www.shom.fr/fr_page/fr_serv_prediction/ann_marees.htm
http://easytide.ukho.gov.uk/EASYTIDE/EasyTide/SelectPort.aspx
http://www.pol.ac.uk/ntslf/tidalp.html
http://live.getij.nl/index.cfm?page=getijvoorspellingen2
http://live.getij.nl/outlookgadget/php/index.php?field_langua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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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sh.de/de/Meeresdaten/Vorhersagen/Gezeiten/index.jsp 

7. 美国，NOAA——http://tidesandcurrents.noaa.gov/gmap3/ 

8. 加拿大，CHS（pdf 文件），你可以在潮汐监测站网页面找到这些 pdf 文件——

http://www.waterlevels.gc.ca/eng/data/predictions/2013  

9. 加拿大，CHS—— 

http://www.marees.gc.ca/cgi-bin/tide-shccgi?queryType=showFrameset&zone=1&langua

ge=english&region=4&stnnum=3250 

10. 加拿大（无效链接）、丹麦、法国、以色列、新西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链接如下： 

http://live.getij.nl/index.cfm?page=links&linkcat=4 

 

不用于导航 

XTide - 谐波钟形示潮器和潮汐推算机。 用于 X-windows，纯文本终端或网页：

http://www.flaterco.com/xtide/ 

WXTide32 – 一款Windows潮汐和潮汐流预测自由程序：http://www.wxtide32.com/ 

WXTides 站点 - tcdata，(HARMONIC， HARMONIC。IDX)，for OpenCPN：

http://fserv.skill-club.com/get_1088_156a.html 

cTide: PocketPC's潮汐预测软件：http://airtaxi.net/ctide/ 

JTides – 一款高级、精确、操作简便的潮汐和潮汐流预测 JavaMDI应用程序(多文档界

面)：http://www.arachnoid.com/JTides/ 

QuickTide – 一款免费的潮汐程序，主要针对荷兰地区，特别是瓦登海区域的潮汐区。

Linux: 在Wine下运行。只有荷兰语：http://www.quicktide.nl/ 

 

9. 气象定航  

以下程序可进行气象定航及导出可用于 OpenCPN的 GPX格式文件。 

OtVlm    是一款免费的开源气象定航程序，可用于 Linux、Mac和Windows。 

QtVlm     文档和安装 

QtVlm     Sourceforge下载 

OpenCpn   Weather Routing Notes on working with qtVlm 

OpenCpn   OpenCpn 和 qtVlm 之间航向转换总结 查看本页结尾 

OpenCpn   Grib气象插件（Grib Weather Plugin） 

http://www.bsh.de/de/Meeresdaten/Vorhersagen/Gezeiten/index.jsp
http://tidesandcurrents.noaa.gov/gmap3/
http://www.marees.gc.ca/cgi-bin/tide-shccgi?queryType=showFrameset&zone=1&language=english&region=4&stnnum=3250
http://www.marees.gc.ca/cgi-bin/tide-shccgi?queryType=showFrameset&zone=1&language=english&region=4&stnnum=3250
http://live.getij.nl/index.cfm?page=links&linkcat=4
http://www.flaterco.com/xtide/
http://www.wxtide32.com/
http://fserv.skill-club.com/get_1088_156a.html
http://airtaxi.net/ctide/
http://www.arachnoid.com/JTides/
http://www.quicktide.nl/
http://wiki.virtual-loup-de-mer.org/index.php/QtVlm/en
http://www.virtual-winds.com/~oxygen/index.php
http://opencpn.org/ocpn/index.php?q=weather_routing
http://opencpn.org/ocpn/index.php?q=weather_routing
http://opencpn.org/ocpn/index.php?q=weather_ro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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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water Racing 是另外一款免费工具 (目前只能用于 windows): 

 

 

10. 磁罗盘 

一般快艇上不存在回转罗盘，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或多个磁罗盘来掌舵。在读取这类罗

盘信息时应该要考虑一些变化和偏差。  

OpenCPN 使用真实的对地航向。航行的线路已经把风、潮汐流和罗盘更正（磁变化和

磁偏差）考虑在内。 

■ 磁差——或磁偏角是磁北和真北之间的夹角。  

■ 磁罗盘偏差曲线——磁偏差指的是因局部磁场导致罗盘内部出现错误。 

 

磁罗盘偏差曲线 

获得磁罗盘偏差曲线的分析方法，允许任何航线获取偏差值。 

http://www.bluewaterracing.com/
http://opencpn.org/ocpn/magnetic-variation
http://opencpn.org/ocpn/magnetic-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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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介绍 

■ 免费软件  

 

磁差 

磁差或磁偏角在纸质海图或者光栅海图上有显示，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World Magnetic 

Model计算出来。想要了解所有平台的 C源代码，请访问： 

http://www.ngdc.noaa.gov/geomag/WMM/soft.shtml 

Windows OS图形用户界面编译请访问： 

1． http://www.ngdc.noaa.gov/geomag/WMM/wmm_gdownload.shtml 

2． http://sites.google.com/site/navigationalalgorithms 

从 2011年 4月 3日开始，OpenCPN就可以使用“世界磁测资料插件”（World Magnetic 

Data PlugIn）：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world-magnetic-model-plugin-58167.html#post6

58775 

以下例子（上图 GUI第二条）“Declinacion magnética y Variación anual”翻译为“磁变

及年磁变”。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avigationalalgorithms/papersnavigation/Desvio.en.pdf?attredirects=0
http://sites.google.com/site/navigationalalgorithms/
http://www.ngdc.noaa.gov/geomag/WMM/soft.shtml
http://www.ngdc.noaa.gov/geomag/WMM/wmm_gdownload.shtml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world-magnetic-model-plugin-58167.html#post658775
http://www.cruisersforum.com/forums/f134/world-magnetic-model-plugin-58167.html#post6587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