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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在水产养殖行业中的应用
朱家玮 孟洪兵 * 米合日阿依窑阿卜力克木 杨广召 王家硕 雍 飞
渊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袁新疆阿拉尔 843300冤
摘要 物联网技术在我国水产养殖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袁它通过传感器技术尧通信技术等多种技术结合实现
远程监测和管控遥本文分析了物联网技术在我国水产养殖业中的应用和存在的问题袁并为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提出了合
理性建议袁以期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遥
关键词 物联网技术曰水产养殖曰发展现状曰问题曰建议
中图分类号 F326.4曰S9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渊2021冤02-0194-03
DOI院员园援猿怨远怨/躁援蚤泽泽灶援1007原5739援圆园圆1援02援078
开放科学渊资源服务冤标识码渊OSID冤院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n Aquaculture Industry

ZHU Jiawei MENG Hongbing * Miheri Ayi Ablikmu YANG Guangzhao WANG Jiashuo YONG Fei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arim University, Alar Xinjiang 843300)
Abstract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aquaculture. It realized remote
monitoring and control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sensor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applic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in aquaculture industry, and put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quaculture industry in order to improve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Keywords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aquaculture;development status; problem; suggestion

叶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曳显示袁到 2030 年袁鱼

存储尧分析袁满足用户足不出户就能调控水质环境的

类总产量将增至 2.04 亿 t袁较 2018 年增长 15%袁水产

需求袁物联网相关技术包括射频技术尧ZigBee 技术尧

水产养殖业发展迅速袁养殖产量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

全可控乃至个性化的实时在线监测尧定位追溯尧报警

养殖的份额也将较目前的 46%有所增长遥 同时袁我国

WiFi 技术等遥 采用适当的信息安全保障机制袁提供安

位袁但我国传统养殖业仍占很大比重遥 传统养殖业存

联动尧调度指挥尧远程控制尧安全防范尧远程维保等管

在养殖密度高尧鱼病频发尧药物滥用尧环境污染严重等

理和服务功能袁实现野万物互联冶遥

问题曰并过于依赖人为经验来调节水质环境袁造成生

2 国内外物联网在水产养殖业的应用现状

产力低下袁环境管控科学化低袁水产品产量和质量均
较低遥 野龙无云不行袁鱼无水不生冶遥 水质影响着水生动

在水质监测方面袁目前国内外均已达到多参数实
时监测袁同时当数据超出阈值时袁以短信的方式将预

物的生长状况袁其中主要是水中的溶解氧尧pH 值和盐

警信息发送到用户遥 张国强等[1]设计了一种养殖水质

度起到关键作用遥 物联网技术在近几年飞速发展袁为

监测系统袁主要对水质的温度和 pH 值进行实时无线

产力尧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的目的袁应将信息技术和

动态监测遥 杨 英等[2]设计了一款以 LoRa 为基础的超

物联网技术应用于水产养殖行业遥

云计算技术尧App 等对水质各项参数进行实时监控和

使水产养殖业管理更加简约化尧科学化袁达到解放生

1 物联网的概述

物联网渊Internet of Things冤主要依靠互联网袁通过

各式各样的传感器采集数据袁根据各种通信技术和协
议达到联网的目的袁准确地将信息传输到云平台进行
基金项目

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棉田环境感知智能装备研

究渊XXYZDXK201904冤遥
作者简介 朱家玮渊1994要冤袁男袁河北衡水人袁在读硕士研究
生遥研究方向院农业信息化遥
* 通信作者
收稿日期 2020-08-04
194

远距离低功耗的水质监控系统袁主要结合 GPRS尧4G尧

预警遥 Khalid 等[3]设计了一种基于雾计算的循环水产
养殖系统遥

在设备控制方面袁目前国内外已经研发出将控制
系统与监测系统相结合袁采用合适的控制策略精准调
控设备运行袁降低功耗遥 熊宗成等 [4]设计了基于 NBIoT 水产养殖环境监控系统袁 主要通过 NB-IoT 通信

技术进行底层与上位机的通信袁传感器检测水质参数袁

电机驱动模块运行阈值驱动设备改善水质遥 Ullah 等[5]
设计了一套智能水泵控制方案袁主要通过选择适当的

朱家玮等院物联网技术在水产养殖行业中的应用
抽水流量和灌装水位袁保持理想的养鱼场水位袁并采

4.2 水产养殖业发展的自身问题
虽然现在的水产养殖业慢慢向规模化尧精准化的

用卡尔曼滤波算法消除传感器读数中的误差遥

3 物联网技术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
3.1 在环境调控中的应用

方向发展[2]袁但大部分仍采用传统粗放式的养殖方式遥
一是物联网产业链发展不完全袁如果完全转型包括后

在水产养殖业中袁鱼类生长情况与水质情况有着

期的维护袁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袁这给一些小型水产养

密切的联系遥 传统养殖业通过人为观察鱼类生长状况

殖企业带来很大的困难遥 二是许多养殖区处于偏远地

来判定水质变化袁对水质的改善也完全根据以往的养

带袁网络覆盖面不全袁阻碍了物联网技术在水产养殖

殖经验来进行调节袁这便造成了生产效率低下尧劳动

中的发展遥 三是水产养殖行业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存在

成本增加和环境污染遥 将物联网技术引入水产养殖环

不足袁水产养殖业需要依靠人力资源进行生产尧管理尧

境调控中袁主要分为感知层尧网络层和应用层 3 个部

销售等袁但由于工作环境恶劣尧工资较低尧社会评价不

分遥 感知层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物联网技术中的感知设

高等因素的影响袁造成从事此行业的人员很少遥 四是

备渊温度传感器尧溶解氧传感器尧pH 值传感器等冤对水

水产养殖业专业技术人才较少袁现有养殖人员难以达

质的温度尧溶氧量尧pH 值等参数进行实时监测遥 网络

到信息化尧精准化养殖的要求遥

层的主要作用是将采集到的环境参数经汇聚节点采

5 水产养殖发展建议

用合适的无线通信方式将数据上传至云平台和移动

5.1

快速出台行业标准

端遥 数据分析主要在应用层中进行袁得到合适的控制

由于物联网产业是新兴产业袁标准化尧制度化混

策略袁然后根据数据的变化来对执行机构下放指令袁

乱是影响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袁国家应该尽快出台行

自动指挥执行机构运行遥

业标准袁全面建立水产养殖物联网技术体系袁使水产

3.2 在水产品溯源中的应用

养殖业得到标准化尧专业化的规范管理遥 同时针对我

近年来袁食品安全受到了社会的极大关注袁将物

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现状袁农业相关部门要与各地企

联网技术应用到水产品溯源中袁可将数据库综合信息

业积极沟通袁合理打造标准化尧现代化的物联网管理

管理与物联网技术进一步联系袁利用 RFID 技术建立
生产数据库袁实时存储生产过程中相应节点的溯源信

息 袁将水产品的产尧作尧售和运等四方面进行全方位
[6]

体系遥
5.2 技术研发的快速跟进
各地政府尧企业要紧跟行业发展方向袁投入资金

监控袁实现水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管理袁使水产品

成立相关项目袁组建研发团队遥 加快技术研发袁突破行

安全管理更趋于精细化遥

业瓶颈袁重点在于掌握核心技术袁以科技创新为抓手袁

4 物联网技术在水产养殖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推进渔业转方式尧调结构遥 在新品种培育尧鱼病防治尧

4.1 技术层面

水产疫苗研发和推广尧生态健康养殖技术尧渔业节能

任何行业都需要统一的标准遥 物联网目前没有统

减排尧渔业信息化尧低成本尧高精度传感器等领域实现

一的技术标准袁这就造成了该行业各企业各自为政的

新的技术突破袁形成研发中心尧企业的相互合作袁加强

弊端袁制约了我国物联网的发展遥物联网技术主要包括

协同攻关遥

传感尧射频识别尧通信网络等技术袁其中传感技术和射
频技术为核心内容袁由于国外物联网技术起步较早袁

我国 90%的射频技术芯片依赖国外进口袁缺乏芯片自

主知识产权袁造成了我国物联网发展一直处于压制状
态遥 安全和隐私性问题也是物联网发展的主要限制因
素袁因为 RFID 当初的设计是完全开放的袁所以信息安

全机制存在严重缺陷曰对 RFID 标签加密会使标签成

本增加遥云服务的透明度也是安全隐患袁黑客正是通过
操作系统的漏洞来攻击它所服务的应用程序载入内
存中的数据遥 同时制约我国物联网发展的还有产业链
发展不均衡尧产业链薄弱尧业务运行不成熟等因素遥 此
类问题的存在袁使我国物联网研发存在大量的成本浪
费和难度遥

5.3 加快相关政策的出台
由于水产养殖业由传统型向精准化尧信息化过渡袁
应用成本高袁养殖户可操控资金有限袁为促进物联网
尽快应用到水产业中袁政府可尽快制定尧出台有利于

养殖户发展信息化水产养殖产业的资金扶持政策[7]遥
5.4 加强行业宣传和培训力度

基于行业现状袁政府可以组建专业团队袁从专业

特色尧经济效益和应用前景等 3 个方面宣传水产养殖
行业的优势袁使养殖户跳出固有思维模式遥同时为养殖
户讲解物联网相关技术并实地指导袁提高养殖户的技
术能力[8]遥

6 结语

水产养殖业由粗放型传统养殖方式向精准化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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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化尧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袁物联网技术
又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袁物联网技术可以进
一步提高水产养殖业的生产效率尧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遥 但该技术还不成熟袁需要加强核心技术的研发袁加
强养殖户培训力度袁从而促进整个水产养殖行业的蓬

ring and automation data acquisition for recirculating aqua culture system using fog computing [J].Journal of Computer
Hardware Engineering袁2018渊1冤院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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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野++冶代表麋鹿喜食曰野+冶代表麋鹿食用遥

3 结语
构树属于乡土树种袁在大丰沿海滩涂长势很好袁
具有营养丰富尧蛋白质生物学价值高尧饲喂效果好等

特点[9-10]袁且麋鹿对构树茎叶喜食程度比较高遥因此袁可
以在大丰麋鹿保护区成片栽植构树袁作为现有麋鹿饲

料的补充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麋鹿种群健康可持
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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