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 物 灾 害 科 学    2012, 35(3): 249－253                               http://xuebao.jxau.edu.cn 
Biological Disaster Science, Vol. 35, No. 3, 2012                                     swzhkx@163.com 

 
收稿日期：2012-09-22 
基金项目：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1JBFC04） 
作者简介：周琼，女，硕士，主要从事渔业 GIS 的研究，E-mail：zjqforword@yahoo.cn；* 通信作者：施炜纲，男，研究

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渔业资源研究，E-mail:shiwg@ffrc.cn。 

DOI：10.3969/j.issn.2095-3704.2012.03.004 

GIS 技术在渔业领域的应用研究 
周 琼 1，周 劼 2，段金荣 1，施炜纲 1* 

（1.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淡水渔业研究中心，江苏 无锡 214081； 

2. 解放军理工大学 指挥自动化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7） 

 

摘要：简述了GIS的概念和GIS技术在渔业应用中的重要意义，总结了当前渔业应用中常用的软件和方法，介绍了

GIS技术在渔业领域应用的现状，着重概括了GIS在渔业制图、鱼类栖息地评价、渔业资源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水产养殖选点和建立基础数据库方面的应用，并就当前的应用阐述了所存在的问题，预测了GIS技术在渔业领域发

展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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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stated mainly the applications of GIS technology in fishery fields. Firstly, the concept of 

GI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GIS applying in fishery were explained. Secondly, the common GIS softwares and 

methods applied in the fishery application at present were summarized. Thirdly, the author introduced GIS 

present situation in fishery, especially on fishery drawing, the evaluation of fishery habitat, distribu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election of aquaculture site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underlying database application. 

In the end, the author described the problems with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and predicted a new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GIS technology in fishery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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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食物和蛋白质来

源，也为世界 8%的人口提供了生计。但是，渔业

资源面临着空间分布不均，开发不合理等一系列

的问题，严重影响着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渔

业管理和资源信息都具有时间、空间、数量三大

特征，信息量大，管理复杂。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具有对数据

进行存储、管理、显示和分析的强大功能，因此

实现对渔业信息的多维观察与分析，借助 GIS（地

理信息系统）技术是最佳解决方案。通过 GIS 技

术对渔业的研究，将有助于提升渔业资源信息综

合利用能力和渔政管理能力，同时可为渔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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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1  地理信息系统概述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 GIS)，

是以地理空间数据库为基础，在计算机软硬件的支

持下，运用系统工程和信息科学的理论，科学管理

和综合分析具有空间内涵的地理数据，以提供管理、

决策等所需信息的技术系统。简单的说，GIS 是综

合处理和分析地理空间数据的一种技术系统，是以

测绘测量为基础，以数据库作为数据储存和使用的

数据源，以计算机编程为平台的全球空间分析即时

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作为获取、存储、分析和管理

地理空间数据的重要工具、技术和学科，具有空间

数据的获取、存储、显示、编辑、处理、分析、输

出和应用等功能，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迅猛发

展[1]。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是地球科学和信息科学等学科交叉的产物，涉

及了地理学、遥感、CAD、数据库等技术。在渔业

领域，目前在我国已建成的渔业地理信息系统有中

科院地理所研究的“海洋渔业服务地理信息系统”，

其主要功能是针对近海渔业数据的动态性、模糊性、

三维性等特点进行研制开发的；由中国水产科学研

究院信息中心开发研制的“海洋生物资源地理信息

系统”(Mr Manager)除具有一般系统软件的基本功

能外，还具有专业特点的功能，提供了地理空间信

息实体和属性数据的时空信息的特性和分布规律，

解决空间分析与统计功能的应用模型和方法，为用

户提供实用的渔业地理信息系统。国际方面，英国

建成了“渔业资源动态管理系统”，将 3S 技术与专

家系统和数据库系统很好的结合起来。整个渔业资

源管理方面，建成和在建的地理信息系统以海洋方

面居多，淡水方面的地理信息系统由于经费投入和

国家重视程度等方面的问题，发展十分滞后。GIS

应用于淡水渔业领域的例子主要有，2003 年，利用

Arcinfo 建立太湖流域中小型湖群的网围养殖管理

信息系统；2005 年，以 VB 为语言平台，以 MapX

为控件二次开发的“长江中下游渔业资源管理 GIS

系统”。 

2  在渔业应用中GIS常用软件及方法 

在渔业中，常用的GIS软件主要有ArcGIS、

Mapinfo、MapGIS、GeoStar、GeoMap、SuperMap、

Arcview、Geomedia等。通过GIS的相关软件，进行

地图数字化、建立空间数据库、编辑和修改空间数

据库、输入和联接属性数据、制作专题图等应用渔

业，使渔业从业人员和渔业管理人员更直观方便了

解渔业信息。 

3  GIS在渔业领域中应用现状和问题 

综合目前GIS在渔业上的应用，通常涉及到以

下几个方面：渔业制图、鱼类栖息地评价、渔业资

源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水产养殖选点、建立基

础数据库。 

3.1  渔业制图 

GIS作为一种制图工具最早主要是为海洋渔业

服务。Meaille等利用GIS技术产生标准的海洋渔业

图，发现地中海生物群落的分布和变化[2]。联合国

粮农组织利用GIS和遥感相结合，以菲律宾Quezon

省的Calauag湾和Lopez湾为研究区，制成涵盖了岸

线、潮间带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和养殖池、浅水区

不同的底质类型和等深线的专题图。专题图可以用

来更新航海图，寻找海草资源，选择水产养殖点和

网箱放置点，监测环境或评价土地利用等。 

3.2  鱼类栖息地评价 

鱼类栖息地的评价，是通过分析鱼类生存环境

的影响因子，完成对于渔场的确定、鱼类保护区的

划分等工作，它对鱼类生存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如Collins和Hurlbut对渔场进行风险评价，

分析上层、中上层、底层渔场的危险性[3]；Long[4]

等在澳大利亚的Torres海峡建立了Torres Strait GIS，

该系统可为许多目的提供图件，如按TIN插值对海

草顶枯面积的变化进行计算，对懦艮（Dugong）保

护区的划定，根据底质、水温、溶解氧以及人类活

动影响等评价指标找出最适栖息地，然后将最适栖

息地与当前栖息地进行叠加分析，从其差别中判断

人类捕杀的影响；Eastwood和Meaden则按不同季节

对英吉利海峡舌鳎(Solea solea)的栖息地进行评价
[5]。 

3.3  渔业资源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研究鱼类的分布对于建立鱼类种群的迁移模型

和管理渔业资源非常重要，GIS可用于检测环境分

布模式及其变化，可用于标识不同的地理种群并描

述其主要分布，可用于提高采样方案的科学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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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相关研究报道，如杜云艳[7]等将遥感融合信息

与生产数据进行GIS空间配准，利用动态聚类方法

研究东海渔业资源空间分布，表明东海渔获量与温

度、温度梯度的空间分布相关。林声盼[8]通过将

MapX控件嵌入到VB集成开发平台中，实现了水产

物种地理分布图（水系分布图、省区分布图）的绘

制，为GIS在宏观生态学方面的应用研究进行了初

步性探讨。杜云艳等则利用这十一年的捕捞数据和

遥感反演的海表温度及其梯度数据探求其相互关系
[9]。仉天宇等则在GIS的支持下探索了卫星测高数据

在渔情分析中的应用[10]。 

3.4  水产养殖选点 

水产养殖地理位置的选取是水产养殖成功的关

键因素之一，选取不当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如

疾病、污染等。因此养殖前用可靠的数据和方法对

水生环境进行科学分析，显得至关重要。Kapetsky

考虑基础设施、土地利用(价格成本)、养殖安全和

土壤类型等，评价了贝、鱼、虾三类养殖适宜地[11]。

Ross等用GIS进行选址，评估鱼类养殖的网箱放置

地点，生成养殖点适宜性等级图，指导养殖规划[12]。

加拿大Newfoundland及Labrador的水产部门建立了

网上的AquaGIS，系统具有收集、管理和分发水产

信息，为政府管理部门、规划部门、渔业商业团体

及个人提供信息服务，包括水产地理信息和政府报

告等，用户可以方便地查询区域养殖点的分布和土

地利用情况[13]。 

3.5  建立基础数据库 

基础数据对于任何GIS的开发和应用都是至关

重要的，随着渔业信息采集手段的不断加强，各类

渔业数据呈几何级数增长，对系统观测资料的加工

和数据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建立基础数据库方

面，邵全琴等提出了海洋渔业数据建模的E-R方法
[14]，杜云艳等则对海洋数据库设计方法及海洋渔业

数据质量控制展开了研究[15]。而在国家或部门的项

目中也建立了不少的基础数据库，比如我国专属“经

济区和大陆架生物资源地理信息系统”、“渤海生物

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环境信息地理信息系统”和“南

海海洋渔业GIS管理系统”，另外还有由国家海洋局

组织设计的国家海洋信息系统(NMIS)[16]。但作为基

础数据库来说，我国尚未有全国性的渔业基础数据

支撑库。 

3.6  存在的问题 

GIS在我国渔业中的应用起步较晚，相关方面

的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实际应用主要在海洋渔业中。

信息采集技术落后、方法不规范，花费了巨大人力、

物力、财力；数据精确度低、可靠性差、数据库分

散封闭，缺乏综合渔业信息化系统，难以实现数据

库共享和流通[17]。目前在渔业中的应用，多集中在

实现一些基本功能，而深层次的研究却极少有人问

津; 基于GIS技术自身局限性影响，对渔业GIS平台

的建立，花费时间长、投资大、见效慢，需要技术

支持和实时维护，及时的信息更新才能充分发挥

GIS在数据管理上的功效和优势，尤其在数据库建

设上[18]。 

4  GIS在渔业应用上的前景展望 

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给GIS在渔业领域的应

用带来了技术支持，我国已建成一些应用型的信息

系统。然而，和国外的渔业GIS相比，还有非常大

的差距，前面还有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今后，在

渔业领域的应用，应着重发展以下几个方面： 

4.1 建立适用渔业的地理信息系统模型 

我国在前驱研究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地理信

息系统模型，但就渔业的应用模型方面，研究较少。

而渔业有其特殊性，其它行业系统模型的研究，并

不能很好的满足渔业行业领域的需求。随着GIS在

渔业行业的迅速发展，GIS在渔业领域的应用涉及

广泛，如何对复杂动态的信息进行快速有效的查询

访问，同时便捷地处理冗余问题，已成为设计数据

库模型的主要目标之一[19] 。应该发展更适于渔业

领域应用的地理信息系统模型，参考先进技术的同

时发展完善和形成满足自身条件的模型及研究技

术。在渔业信息决策支持、水产养殖监测及预报、

渔业资源评估与预测、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等方面分

析设计特定的地理信息系统模板，减少工作量避免

重复研究，提高效率[20]。  

4.2  “数字渔业”的建设 

“数字渔业”的实质是信息化的渔业，应用网

络技术对各种渔业信息进行高效的加工、管理，使

我们快捷、直观、准确、全面地了解我们所需要的

时、空、量的渔业信息。“数字渔业”的建设，将极

大推动我国渔业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我国渔业结构

的调整，从根本上缓解渔业资源环境的重大压力
[21]。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日益普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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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网络环境下的渔业地理信息系统，以分布式数据

库的形式把分散在全国的渔业信息通过互联网联系

起来，建成空间渔业信息基础平台，必定会成为渔

业领域发展的新趋势[22]。 

4.3  移动 GIS 对渔业的信息服务 

移动GIS具有方便、灵活、实时、多样等优点，

它体现大部分信息与位置有关的客观事实。充分利

用移动GIS的优点，可轻松实现电子海图的缩放、

漫游、图形属性互查，长度、面积量算和进行实时

的导航定位服务等基本功能[23]。移动GIS与GPS的

联合，可实时将位置信息显示到电子海图上。在出

航之前可预设航线轨迹，或从已设计好的航线中选

择最佳航线，从而实时监控海上渔船的作业情况，

保证渔业生产的安全与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渔业资

源信息[24]。基于移动GIS的信息技术在渔业中的应

用将有助于改变目前渔业生产管理中缺乏现代信息

科学技术支持的被动局面，为渔业生产不同层次、

不同部门的用户提供有用的渔业信息服务[25] 。 

4.4  渔业信息技术的集成化发展 

GIS技术的发展，为其在渔业中的应用提供了

技术支持。GIS技术在渔业将有更加广泛的应用，

其应用也会向集成化方向发展。GIS技术、RS技术

和GPS技术相结合，可以更加丰富地理信息系统的

数据信息，实现更精确的定位，更为强大的查询检

索和分析功能[26]。总之，今后渔业GIS应用的发展

的趋势，将会是3S技术（GIS技术、RS技术和GPS

技术）相结合，单一技术向“3S”集成技术、基于

网络环境的“3S”运行体系发展[27]。 

4.5  渔业信息可视化发展 

信息可视化是利用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将复

杂的符号和数据转化成直观的图形，有利于研究人

员理解现象、发现规律和传播知识。由于信息可视

化具有交互性、信息载体多维性和信息表达动态性

等优点，其必将成为今后渔业GIS研究的热点[28]。 

5  结束语  

21世纪是信息化时代，信息对科学技术、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正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29]。GIS技

术是实现渔业信息化的主要手段和关键技术，GIS

技术的应用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会越来越广泛

的使用，为我国渔业科研和管理服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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