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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中通联达（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中国供销集团控股企

业中合联投资有限公司旗下投资的企业。目前公司主要从事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三网融合领域的技术研发和产品管理的

科技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网络、通讯、电子支付、GPS监控、视

频应用系统及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以自主创新和行业应用为基础，以技术

创新、应用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全方位创新，构筑

“软件、硬件、服务三位一体”的独特竞争优势和品牌内涵，公

司拥有一批高素质研发团队，多次承接国家和省级技术创新项目、

并获得多项产品著作权及专利，得到国家、省级及权威评测机构

的相关认证。

    企业文化 ：积极进取、开拓创新，至诚至信、合作共赢。



资质认证



资质认证



承担建设项目

  作为山东省海洋局信息化支撑单位，公司先后承担了我省的渔业技术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水产品质量

管理与信息服务系统、海洋与渔业监察执法双随机抽查系统、水生动物疫病防控服务与管理系统、病害精

准测报系统的开发建设维护工作和山东省第一次海洋经济调查工作。



为贯彻“十三五”渔业

发展规划要求，树立“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提高渔业生产

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

数据化、服务在线化水平，

深入推进山东渔业转型升级、

实现新旧动能转化，公司开

发建设了渔业信息化综合管

理与服务平台——“渔业

通”。

产品介绍——“渔业通”系统平台

一个管理平台、九大应用系统，互通互联、数据共享。



系统组网图



“渔业通”信息化管理平台的主要特点和优势

优势：无线化、易操作、方便快捷

        低成本、高效率、大众化

   理念：

“数字渔业“，互联网+”渔业信息化

特点： 一机在手、渔业畅通，

                   随时随地、想看就看。



渔业主管部门
    帮助渔业主管部门提升监管水平，提高服务效能，提供渔

业大数据服务与支撑。

渔业行业
    有效推进“人工养渔”向“机器养渔”的转变，实现“智

慧+渔业”建设；实现渔业企业在线开展渔病诊断治疗，实现渔

病专家网上“面对面”；实现水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全程可追溯，

实现“质量兴渔”建设；能够为渔业企业建立生产养殖全过程

的电子化档案库，提升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

消费者
    为消费者提供真实有效的水产品质量信息大数据，满足消

费者对水产品质量的实际需求。

    渔业通就是服务渔业发展的大数据平台，最终打通行政监管部门、渔业行业和消费者“三者

关联”的最后一公里，实现新时代渔业行业的新发展。

渔业通在现代渔业建设中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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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共赢

        全省“渔业一张图”是个高屋建瓴的大工程，如果把它比作一台大型机器，那么我们每一个岗

位每个人都是这台机器上的一个轴承，要想机器运转起来，每一个轴承都得同步转起来，缺一不可！

养殖企业

养殖户

养殖相关企业

专家、技术员

渔技推广部门

检测单位

渔业监管部门

渔业执法部门

渔业通在现代渔业建设中发挥的作用



渔业技术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

综合管理

统计汇总

分析应用

数据决策

         系统的主要作用：实现了省、市、县、企业四级用户信息数据互通互联；实现了渔业养殖技术和病害

防治技术信息共享、避免信息孤岛；实现了技术推广人员、渔业专家与养殖企业、渔民网上“面对面”；

实现了养殖企业智能养殖、绿色养殖和规范养殖，有效解决了渔业产业发展“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推进

传统渔业向科技渔业、智慧渔业转型升级。

    山东省已开通市级平台10个、县级平台100个，企业用户268个，注册渔场数量6807个，技术用户2966个、

普通用户18133个、专家用户186个（省级专家11个）。



    1省，12市、29个县，50个测报点，南美白对虾、草鱼、海参、大菱鲆等14个品种。

精准测报系统



     有效解决水产养殖过程中渔病发生后，省、市、县
三级诊疗专家无法在第一时间为养殖户或下级基层诊疗
单位提供专家服务，造成渔病灾害的蔓延扩大，给生产
养殖企业和渔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目前，系统平台在线专家186人，渔业企业与渔病专
家网上面对面；建设直播平台，可收看网上渔病专家直
播。

       山东省水生动物疫病远程诊断系统，由渔病远程诊断系统和
远程视频培训系统“两大系统”组成，平台权限分为省级总院、
市级分院、县级防控站、企业终端站“四级权限”，实现按级
先诊、逐级上报、视频会诊、远程培训、辅助监管“五大功
能”。系统实时采集传输解剖镜、显微镜渔病图像，提高了渔
病专家诊疗工作效率，完整的渔病电子病历档案，为全省的渔
病预防、数据分析等，提供实时、准确、有效的数据支撑。目
前，开通1个省级平台，13个市级平台，近20家大型企业。

山东省水生动物疫病远程诊断系统



   当企业通过自助诊断解

决不了问题时，养殖企业

可以将水生动物的病情描

述、照片或实时图像，通

过PC端、手机端或显微图

像采集技术将相关的病情

发送给在线专家，专家会

及时的把诊断结果反馈给

养殖户，解决了养殖户看

病难的问题，提高了渔病

诊疗效率。

在线远程渔病诊疗---渔大夫



远程诊断 --- 渔大夫(渔病上传,渔病诊断)



远程诊断 --- 渔大夫(直播)

   渔大夫的直播功

能模块实现了渔业专

家和用户之间的直播

交流，专家可以发出

直播预告，在直播间

普及专业知识，用户

可以在直播间提问，

与专家连麦，增进专

家和用户之间的实时

沟通。



生物识别

    生物识别是人工

智能识别海洋动物的

新功能，150万种海

洋动物，拍照或上传

图片，点击上传，立

刻识别。生物识别功

能会以百分比的形式

呈现识别结果，为使

用者提供最可靠的查

询结果。



八大
数据库
一网

质量追溯动态数据库

水产品质量检测机构数据库

水产品质量执法人员数据库

水产品追溯企业数据库

企业底册数据库

贝类区域划型数据库

产地水产品养殖数据库

水产品质量追溯管理系统

 省、市、县、企业四级联网，通过系统平台实施企业追溯信息动态采集、双随机执法抽检、企业生产过程管
控、水产品质量在线检测、生成合格证、实现平台公共查询，从而实现水产品从“产地到餐桌”的质量安全的
“全产业、全过程、全链条”的信息化监管和信息化追溯服务，有利于提升水产品质量品牌，并在发生质量安全
事故时能够迅速召回问题产品，从而确保了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山东省水产品质量追溯网

水产苗种养殖数据库



    “一个综合管理平台、贯通九大应用系统，实现质量追溯大数据的互通互联及数据共享”，确保
了渔业生产管理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全方位、无死角实时有效的动态监管。

水产品质量追溯平台---九大应用系统



 水产品质量追溯系统

在系统测试应用期间，我们

承担了农业农村部在我省水产

品质量追溯试点的信息化追溯

项目，平台上现已开通了68家

质量追溯企业端。



2018年10月25日：山东省正
式启动水产品质量追溯工作

正式启动水产品质量追溯工作



领 导 给 予 高 度 评 价

    2018年10月25日，

农业农村部韩长赋部长、

于康震副部长对山东省

渔业信息化综合服务与

管理平台建设给予高度

评价。

     2019年3月30日、

31日，省委书记刘家

义、省委副秘书长陈

迪桂分别听取水产品

质量追溯系统汇报。



      通过批次号关联养殖过程、公开透明水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每一批次的水产品都带有自己独一无二的
“身份证”，增加企业销售渠道、扩大产品知名度。随时随地根据需求下订单，实现水产品从渔场到餐桌的易
买易卖。

 渔资淘宝交易平台



      通过物联网软件平台，对接生产养殖企业水上、水下视频监控设备，实时监控企业养殖生产环境；对接水质在线监测

设备，对水质温度、盐度、PH值、溶解氧、氨氮等进行在线监测、数据实时上传；对接自动控制设备，通过手机APP远程开

启增氧机、投饵机、循环水等物联网设备，为生产养殖企业减员增效提供智能化平台。   生产记录上传， 在线实时检测， 建

立批次编号， 形成追溯信息。

        山东已开通物联网生产养殖企业268家。

    

企业物联网智能化管理系统



视频在线监控

    利 用无线传输技术、

低成本的让渔业主管部门

可通过PC登陆视频软件

或手机实时视频模块，随

时查看追溯企业的重点监

控区域的实时视频画面，

实现监控的无人值守和遥

感预警。便利渔业主管部

门了对重点监控企业现场

视频的实时动态监管。

物联网技术支撑设备

手机端显示画面
电脑端显示画面



  视频硬件设备组成（水上）

定焦式红外枪机 360度高速球机 交换机

无线上传服务器

硬盘 5G无线AP

显
示
器

安
装
呈
现
图



视频硬件设备组成（水下）



     融入现代遥感检测技术、水

质传感检测技术、无线网络搜集

技术结合，实现管辖区域通过手

机可以实时查看对养殖生产过程

中的溶解氧、水温、盐度、PH、

氨氮等数据指标,同时系统会自

动生成水质变化趋势的曲线图，

可设置预警配置，让企业实时掌

握养殖过程中的水质变化情况，

并针对生产需要进行遥控增氧、

换水等操作。到健康科学规范化

养殖。

水质环境在线监测设备



       当水生动物发生病害时，

企业可通配置的显微镜、解剖镜、

移动视频传输等设备连接，将渔

病信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实时传

输，发送给在线专家；在线专家

在接到诊断请求后，通过渔业通

手机端第一时间将会诊结果及诊

疗措施反馈给养殖企业，从而解

决渔民养殖生产中看病难的问题。
电子显微镜 解剖镜 光学显微镜

显微镜、解剖镜



水产品检测工具箱 智能式食品安全分析仪

孔雀石绿（MG）胶体金
快速检测试剂

氯霉素残留胶体金快
速检测试剂

水产品快速检测设备

样品浓缩仪 数显恒温水浴锅

硝基呋喃四合一胶体金快
速检测试剂

台式离心机



使用中存在的问题——物联网硬件设备



使用中存在的问题——物联网硬件设备



使用中存在的问题——物联网硬件设备



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企业软件应用中的问题：

企业应用好渔业通软件，物联网设备及大数据应用将成为企业核心竞争手段。

1、技术员签到不及时

2、渔场更新不及时

3、没有充分发挥信息发布功能的作用

4、企业生产日志的填写不规范

5、渔资交易平台没有充分利用

如果您对我们的产品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请联系我们。

电话：0532-80862336

邮箱：zhongtonglianda@ztldcn.com

建议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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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员签到：日志填写增加语音功能，说话可以录入

文字。

2.信息发布：渔业通平台每月报送有效日志、渔情等

信息不少于2条。（渔时渔事、政务信息、市场行情、

行业要闻、用药指导等）。

3.渔病诊断：自主诊断与专家在线诊断；

4.直播功能：线上专家开通“直播”功能讲解与演示。

5.渔场标注：如何标注渔场；以及渔场的年度更新。

6.新建池塘、新建批次

7.生产管理：企业生产过程填写及生成追溯卡，池塘

边无线条码打印机演示。

8.生物识别：是人工智能识别海洋动物的新功能，能

识别150余万种海洋动物。

跟我学实际操作

08

07



电脑端下载：百度搜索“渔业通”或“中通

联达”进入中通联达官网（www.ztld.com)下

载点击右上角的“渔业通系统登录”

手机端下载2：扫描下列二维码

手机端下载1：登录“渔业通”手机

端在主界面的右上角有个“设置”的小

图标，点击进入设置界面后可以通过

微博、朋友圈、微信等方式进行分享。



感谢聆听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