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mat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测绘科学技术, 2018, 6(3), 196-202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18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gst
https://doi.org/10.12677/gst.2018.63022

Visualization of Common Routes
Based on Different Projections
by Computer Algebra System
Songlin Li*, Shaofeng Bian, Houpu Li, Jiaqi Liu
Department of Navigation, Nav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st

th

th

Received: Jun. 21 , 2018; accepted: Jul. 12 , 2018; published: Jul. 19 , 2018

Abstract
The rhumb line, great circle route and large ellipse route are commonly used in the field of navigation and aviation, but it is difficult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f them under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rojection through the route equation. The computer algebra system not only has
powerful symbolic operation function, but also has a strong image visualization function. It has the
advantag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drawing of map projection,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projection
deform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jection. In this paper, by using the computer algebra
system software Mathematica, the contour route, great circle route and large ellipse route are
drawn under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ap projection based on the earth sphere model and ellipsoid
model, respectively, which provide the strong support for research and teaching work on route
planning in the field of aviation and navigation.

Keywords
Rhumb Line, Great Circle Route, Large Ellipse Route, Computer Algebra System

基于计算机代数系统的常用航线
在不同投影下的可视化
李松林*，边少锋，李厚朴，刘佳奇
海军工程大学导航工程系，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18年6月21日；录用日期：2018年7月12日；发布日期：2018年7月19日
*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李松林, 边少锋, 李厚朴, 刘佳奇. 基于计算机代数系统的常用航线在不同投影下的可视化[J]. 测绘科学
技术, 2018, 6(3): 196-202. DOI: 10.12677/gst.2018.63022

李松林 等

摘

要

等角航线、大圆航线与大椭圆航线作为航海与航空领域常用的航线，在不同地图投影下的表现不同，而
通过航线方程难以直观地分析其三者在不同类型投影下的不同表现。计算机代数系统不仅具有强大的符
号运算功能，而且具有很强的图像可视化功能，在地图投影展绘、投影变形的计算与分析、不同投影间
的变换等方面的应用具有传统数学方法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借助常用的计算机代数系统Mathematica
软件，分别基于地球球体模型与椭球体模型，在不同类型的地图投影下，展绘出等角航线、大圆航线和
大椭圆航线，为航行人员提供精确直观的航线地图，为航空航海领域的航线规划相关研究和教学工作提
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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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常用的航线种类有等角航线、大圆航线、大椭圆航线等。其中，等角航线是指地球球面或椭球面上
与经线相交成相同角度的曲线。在实际海上航行与测量中，航线与地球经线的夹角一般容易测得，因此
在低纬度地区或在航程较近、沿岸航行时等角航线经常被采用。大圆航线是球面两点间最短的航线，当
舰船在执行航程较大、跨越纬度较高、航向接近东西向的航行任务时，大圆航线的航程会大大小于等角
航线的航程。因此，考虑经济效益，舰船远洋航行时通常会选用大圆航线。由于计算大圆航线时是将地
球视为球体的，而实际上地球是一个旋转椭球体，因此在远洋航程精密计算中通常采用大椭圆航线。针
对上述三种航线，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文献[1]-[6]针对等角航线的正反解，地球椭球面上等角航线的实用公式，等角航线与大地线长度的差
异，等角航线在极地海区等距离正圆柱投影海图上的展绘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研究；文献[7] [8] [9] [10] [11]
针对大圆航线设计与计算程序，墨卡托投影与大圆航线投影的构成及其应用，大圆距离与大圆航向的计算，
以及大圆导航的矢量方法进行了研究；文献[12]-[17]针对大圆航线与大椭圆航线航程的计算误差，大椭圆
在球面上的近似最短距离算法，以及大圆航线、大椭圆航线与测地线之间的区别与差异等内容进行了研究。
上述文献局限于对常用航线的正反解算或航线设计算法进行研究，对航线在投影平面上的表象研究
较少，因此，有必要对常用航线在地图投影平面上的绘算和表示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和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人们在地球科学与地图投影数学分析过程中，
普遍使用计算机代数系统作为辅助的运算工具，
提高了工作效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因此本文借助具有强大的符号运算功能与可视化功能的计算机代
数系统软件 Mathematica，对不同类型投影下的常用航线进行可视化分析，对航线规划相关研究和教学工
作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2. Mathematica 简介
Mathematica 软件是由美国 Wolfram Research 公司开发的一款计算机代数分析软件，是集成了数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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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符号运算和可视化图形系统等多种功能的集成式、交互式符号运算系统。该软件凭借其强大的符号
运算功能、二维和三维函数可视化功能以及多门学科的数据集，广泛应用于测绘、生物、金融等领域[18]
[19]。
在 Mathematica 中，Geographics 命令是绘制地图的基本指令，包含很多命令选项，可用于不同要求
的地图投影展绘，并可以通过调用函数命令进行地理信息数据的提取、编辑与分析。其包含的主要地图
编辑命令及对应功能见表 1。
其中，通过地图模型命令 GeoModel 可以选择球面参考模型或椭球面参考模型；通过地理投影命令
GeoProjection 可以选择包括墨卡托投影、横墨卡托投影，极球面投影等 50 余钟常用投影类型；通过地理
路径命令 GeoPath 可以在地图任意区间上绘出等角航线、大圆航线或大椭圆航线。如图 1 所示，该段代
码同时绘出墨卡托投影和横墨卡托投影地图，并在图上绘出伦敦到纽约的等角航线，通过该图可以直观
地分析不同投影下等角航线的表象特点。
Table 1. Map editing command of Mathematica
表 1. Mathematica 地图编辑命令
编辑命令

功能

编辑命令

功能

GeoBoundsRegion

地理边界区域

GeoCenter

地理中心

GeoHemisphere

当前|相应地理位置所处的半球

GeoGridLines

地理网格线

GeoMarker

地理标记

GeoGridLinesStyle

地理网格线样式

GeoPath

地理路径

GeoModel

地理模型

GeoVisibleRegion

地理可见区域

GeoProjection

地理投影

GeoVisibleRegionBoundary

地理可见区域边界

GeoRange

地理范围

DayHemisphere

昼半球

GeoRangePadding

地理范围填充

GeoStyling

地理对象的样式

GeoScaleBar

地理比例尺

GeoBackground

地理背景

GeoServer

地理服务器

Figure 1. Rhumb line on mercator projection and transverse mercator projection plane
图 1. 墨卡托投影与横墨卡托投影平面上的等角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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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投影下的航线展绘
3.1. 不同投影下的国内航线展绘
为了便于分析，选择北京为中心，分别在不同类型投影下绘出武汉至北京、上海、三亚、重庆和乌
鲁木齐之间的等角航线与大圆航线，其中等角航线用蓝色实线表示，大圆航线用红色虚线表示。其他命
令及选项列表如表 2 所示。基于表 2 中绘图命令及相关配置，在四种不同类型投影下绘出武汉至国内主
要城市间的等角航线与大圆航线如图 2 所示。
比较图 2 发现，基于大比例尺地图的航线在不同类型投影下的表象近似相同；并且可发现，在航程
较短的情况下，等角航线与大圆航线近似重合，也就是说，针对短距离航程的国内航线，采用等角航线
与大圆航线的航程近似相等，又由于等角航线在常用的墨卡托投影上表现为直线，因此在不考虑地形、
Table 2. Parameters configuration of domestic route
表 2. 绘制国内航线的相关命令及参数配置
编辑命令

参数配置

注释

GeoModel

ellipsoid

球体模型

GeoRange

China

地理范围选为中国

GeoGridLines

Automatic

自动添加地理网格线

GeoBackground

StreetMap

背景选择街图模式

GeoCenter

Wuhan

选择武汉作为地理中心

(a)

(b)

(c)

(d)

Figure 2. Rhumb line and great circle route on different projection planes (domestic). (a) Mercator projection; (b) Equidistance conical projection; (c) Polar stereographic projection; (d) Lambert isometric conical projection
图 2. 不同投影平面上的等角航线与大圆航线(国内)。(a) 墨卡托投影；(b) 等距离圆锥投影；(c) 极球面投影；(d) 兰
伯特等角圆锥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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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及航空管制等因素的情况下，采用等角航线既满足经济性要求又方便航线标绘。

3.2. 不同投影下的国际航线展绘
选择北京为中心，分别在不同类型投影下绘出北京至纽约、里约热内卢、悉尼、开普敦、伦敦和莫
斯科之间的等角航线与大圆航线，其中等角航线用蓝色实线表示，大圆航线用红色虚线表示。其他命令
及选项见表 3。基于表 3 绘图命令及相关配置，在四种常用投影下绘出北京至国际主要城市间的等角航
线与大圆航线如图 3 所示。
Table 3. Parameters configuration of international route
表 3. 绘制国际航线的相关命令及参数配置
编辑命令

参数配置

注释

GeoModel

ellipsoid

球体模型

GeoRange

World

地理范围选为世界

GeoGridLines

Automatic

自动添加地理网格线

GeoBackground

StreetMap

背景选择街图模式

GeoCenter

Wuhan

选择北京作为地理中心

(a)

(b)

(c)

(d)

Figure 3. Rhumb Line and Great Circle Route on Different Projection Planes (International). (a)Mercator Projection on
Sphere; (b) Transverse Mercator Projectionon Sphere; (c)Equidistance Conical Projection on Sphere; (d) Lambert Isometric
Conical Projection on Sphere
图 3. 不同投影平面上的等角航线与大圆航线(国际)。(a)墨卡托投影；(b)横墨卡托投影；(c)等距离圆锥投影；(d)兰
伯特等角圆锥投影
DOI: 10.12677/gst.2018.63022

200

测绘科学技术

李松林 等

由图 3 可以看出，等角航线在墨卡托投影平面上的表象为直线，而在其他投影平面上的表象为一条
曲线。这是由于墨卡托投影平面上，经线被投影成竖直的直线，而在其他投影平面上，经线被投影成一
组曲线，等角航线是与经线夹角保持不变的曲线，因此其在墨卡托投影及其他投影平面上的表象不同。
其中图 3(b)由于将地理中心选为北京，
意味着将与北京相切的子午圈而不是 0 度经线作为投影中央经线，
因此投影变形较大。
同样通过 GeoModel 命令将地球模型设置为椭球面，椭球参数按照 CGCS2000 坐标相关参数进行设
置，其他命令参数配置与表 3 相同，在四种常用投影下绘出北京至国际主要城市间的等角航线与大椭圆
航线如图 4 所示。
比较图 3 与图 4 发现，不论采用何种投影方式，大椭圆航线与大圆航线近似重合，因此在简化的情
况下，可用大圆航线替代大椭圆航线。

4. 结束语
本文基于计算机代数 Mathematica 软件，对常用航线(等角航线、大圆航线及大椭圆航线)在不同类型
投影下的表象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分析表明：在航程较短的情况下，等角航线与大圆航线近似重

(a)

(b)

(c)

(d)

Figure 4. Rhumb line and large ellipse route on different projection planes (international). (a) Mercator projection on ellipsoid; (b) Transverse mercator projection on ellipsoid; (c) Equidistance conical projection on ellipsoid; (d) Lambert isometric
conical projection on ellipsoid.
图 4. 不同投影平面上的等角航线与大椭圆航线(国际)。(a) 椭球墨卡托投影；(b) 椭球横墨卡托投影；(c) 椭球等距
离圆锥投影；(d) 椭球兰伯特等角圆锥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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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可用等角航线代替大圆航线；大圆航线和大椭圆航线在常用投影平面上的曲率、曲率半径变化趋势
十分接近，因此在需要简化的情况，如拟定航线的时候，可用大圆航线代替大椭圆航线。本文研究一定
程度上丰富了海图投影理论，为航海航空导航及航线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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