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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实现正以高速化、大型化、密集化发展的船舶航行安全,就应该进一步加大信息化技术的应
用。文章通过对基于GPS的船舶定位监控系统介绍,对该定位系统在船舶引航中的具体应用展开了详细
分析,希望能为促进中国船舶行业信息化发展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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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hip navigation safety with high-speed, large-scale and intensive development,
we should further increase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hip positioning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GPS, and analyz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the positioning system in ship pilotage
in detail, hoping to provide help for promoting the in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shipbuild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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