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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追求最大化的船舶经济性和安全性,我国在《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中,将加快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无人船系统领域的融合应用定为国家战略。无论遥控
无人船还是全自动无人船,船舶作为一个独立主体,通过传感器对航行动态、水文天气等信息的接收和采
集都是非常重要的,而航标可以作为无人船航行系统的末端“神经元”,成为解决无人船运行最后一里路
的重要工具和载体。基于此,本文阐述了航标失常的成因及其管理内容和作用与无人船技术在航标管理
中的应用,对无人船时代的航标要求与服务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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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quirements and services of navigation aids in the era of unmanned ships
Mingming Zhou
[Abstract] In the pursuit of maximum ship economy and safety, our country will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unmanned ship systems in the "Guiding Opinions on Actively Promoting the "Internet +" Action". Whether
remotely controlled unmanned ship or fully automatic unmanned ship, the ship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ceive and collect information such as navigation dynamics, hydrology and weather through
sensors, and navigation aids can be used as the terminal "neuron" of the navigation system of the unmanned ship,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and carrier for solving the last mile of unmanned ships. On this base,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causes, management content and functions of navigation mark aberration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unmanned ship technology in navigation mark management,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navigation mark
requirements and services in the era of unmanned ships.
[Key words] unmanned ship;characteristics;navigation mark management;content;role;requiremen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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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航标与海事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深度整

5 无人船时代的航标服务分析

合,保持信息的双向流通和共享。第五,

5.1监控船舶动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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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出现重大变动,航标监测站迅速将该

运行提供稳定的信息渠道,助推无人船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雷达指向标、

信息标红发送到岸基海事信息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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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进行观察和预判,进而对船舶采取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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