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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认证报告生成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19 日

您所看到的报告内容为截止该时间点的审核信息

目录：

1、基础信息：企业性质、注册信息、经营领域、服务类型、

生产环境等

2、生产销售能力：主要产品及代表型号、主要代理品牌及

代表产品等

3、知识产权：商标、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4、资产信息：营业收入、利润、增长率等

5、荣誉资质：国际认证、国家级认证、获奖认证等

6、市场应用：招投标、代表合作商、供货认可等

声明：本认证报告仅供于中国仪表网 www.ybzhan.cn“优质供应商平台”服务专用。所

有信息为企业提交，由中国仪表网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系

统、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版权局等平台查询核实。报告仅为您的决策提供参考，因

使用报告产生的任何后果，中国仪表网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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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企业性质： 生产商 成立时间： 2006 年 3 月 13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100 万人民币

职工人数： 650 人 生产面积： 30000 平方米

设备保质期： 10 年 信用认证： AAA 级

售后服务： 配中英文说明书、现场技术服务

全国服务点： 北京、重庆、上海、 河北省、山西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陕西省、

甘肃省、青海省、山东省、福建省、浙江省、台湾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

省、江西省、江苏省、安徽省、广东省、海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

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

企业网址： www.nxlgg.com

企业地址： 中国宁夏银川（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光明路 25 号

经营范围： 电能表、水表、热量表、燃气表等自动化仪器仪表、工业及民用仪器仪表、电

力监测、用电信息采集系统及产品、太阳能等能源发电设备、太阳能光热设备、

机电产品、高低压电器、建筑电器、输配电及控制设备、LED 照明产品、灯具

及配套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服务及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涉及领域： 流量仪表、温度仪表、数显仪表、电工仪表、系统集成、电子仪表等。

企业介绍： 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1968 年，前身为军工 4430 厂，是中

国第一块电子式电能表的诞生地。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一家享誉全国

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实验室”两大创新平台的仪表制造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多

年来始终专注于计量仪表的研发与生产，主要产品有电能表、水表、燃气表、

热量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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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销售能力

代表产品 代表型号 产品特点 图片示例

无线远传水表
LXS/FX-FC

702

具有无线通讯远程抄表和阀门

开关的功能。

射 频 卡 预付 费 智 能

水表
-

超低功耗设计；专用工程卡，

方便维修；保留机械字轮显示，

整表具有机械和电子双显示功

能。

阀 控光 电 直 读无 线

远传水表
-

采用一体化内置式设计，稳定，

可靠性高

光 电 直 读无 线 远 传

水表 -
与传统脉冲表相比，可将读数

误差降低至零

超 声 波 无线 远 传 水

表
-

抄表云端服务，智能管理，爆

管智能检测，自动关阀。

光 电 直 读大 口 径 水

表（NB-IOT）

超 声 波 大口 径 水 表

（NB-IOT）

分体式 loRa 水表(无

磁采样)

分体式 NB-IOT 水表

(无磁采样)

集中器、中继器 DJGZ23-N

G01

能够通过下行信道自动抄收并

存储各种具有载波通信功能的

智能仪表、国网集中器或采集

模块以及各类载波通信终端的

电量数据。

http://www.nxlgg.com/Web/Product/showproduct.html?id=69
http://www.nxlgg.com/Web/Product/showproduct.html?id=64
http://www.nxlgg.com/Web/Product/showproduct.html?id=64
http://www.nxlgg.com/Web/Product/showproduct.html?id=67
http://www.nxlgg.com/Web/Product/showproduct.html?id=67
http://www.nxlgg.com/Web/Product/showproduct.html?id=66
http://www.nxlgg.com/Web/Product/showproduct.html?id=66
http://www.nxlgg.com/Web/Product/showproduct.html?id=66
http://www.nxlgg.com/Web/Product/showproduct.html?id=66
http://www.nxlgg.com/Web/Product/showproduct.html?id=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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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产权

1、商标

商标名称 图片示例

LONGIPOWER

LONGI

隆基 宁光仪表 LONGI

隆基 LONGI

LONGI METER

LONGI

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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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

宁光

隆基宁光 LONGI NIN GUAN

隆基 LONGI

隆基宁光 LGG

图形

2、专利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实用新型 用于电能表自动化检定皮带线的智能锁螺丝设备 ZL 201820694460

实用新型
基于电能表自动化检定流水线的在线动态抽检装

置
ZL 201820694527

实用新型 一种具有内置监控基表的电能表检定装置 ZL 201820694975

外观专利 智能水表（1） ZL 201830267523

外观专利 超声波水表 ZL 201830268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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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基于 ZigBee 树形拓扑通信网络的校表系统及方法 ZL 201810548203

发明专利 一种电能表校验方法 ZL 201810744007

实用新型 一种智能预付费射频卡水表 ZL 201820222159

实用新型 网络自适应遥控装置 ZL 201820226766

发明专利 一种用电数据采集方法 ZL 201710127915

发明专利 一种便捷式光伏接线盒连接器的制备方法 ZL 201710127730

发明专利 基于信道检测的无线低功耗抄表方法 ZL 201810127089

发明专利 防逆流的无线智能水表 ZL 201810126918.9

发明专利 一种智能预付费射频卡水表 ZL 201810127086.2

发明专利 网络自适应遥控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ZL 201810127101.3

实用新型 一种交流充电桩 CAN 现场总线通信系统 ZL 201720878379.5

实用新型 基于单片机的 RS232 接口转 CAN 接口装置 ZL 201720878381.2

实用新型 基于 SOC 宽带双模通讯的费控多功能智能电能表 ZL 201720209293.3

外观专利 智能电能表（2） ZL 201730320276.2

实用新型 基于 ARM 处理器的交流充电桩控制器 ZL 201720878377.6

外观专利 智能电能表（1） ZL 201730320548.9

发明专利
基于宽带电力载波信道的多重度量动态路由决策

方法
ZL 201710590734.3

实用新型 单向可控硅调压触发电路 ZL 201720166133.5

外观专利 汽车充电桩（2） ZL 201630393616.X

外观专利 汽车充电桩（1） ZL 201630393777.9

外观专利 三相电子式电能表 ZL 201630393611.7

实用新型 自适应切换双模载波三相智能电能表 ZL 201521134726.0

发明专利 用单相光伏并网逆变器检测电网电压相位的方法 ZL 201310419575.2

实用新型 基于 HT5019 计量芯片的物联网智能插座 ZL 201521134985.3

实用新型 一种新型的 LED 集成光源电路 ZL 201521134782.4

发明专利 一种低压电力线载波自动搜表方法 ZL 201511024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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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专利 路灯灯头（1） ZL 201530225168.8

外观专利 路灯灯头（2） ZL 201530224874.0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数据分析系统下的海量用电数据挖掘方

法
ZL 201510383691.2

实用新型 具有智能语音播报功能的家庭网关 ZL 201320703540.7

外观专利 智能插座 ZL 201330537588.0

外观专利 路灯灯头 ZL 201330537602.7

实用新型 具有火灾报警功能的智能插座 ZL 201320703768.6

实用新型 具有无线控制功能的 USB 接口智能插座 ZL 201320703703.1

发明专利 一种具有环境检测功能的集中器及其控制方法 ZL 201210225524.1

实用新型 一种自冷式逆变器外壳 ZL 201320571148.1

发明专利 三相电能表的调校方法 ZL 201110412051.1

发明专利 用单相光伏并网逆变器检测电网电压相位的方法 ZL 201310419575.2

发明专利 窄带电力线载波通信的 IP 组网方法 ZL 201110186896.3

实用新型 一种多功能家庭智能网关 ZL 201220657542.2

实用新型 一种具有健康监测功能的智能网关 ZL 201220678778.4

实用新型 一种具有回历显示和闹钟功能的智能插座 ZL 201220658725.6

实用新型
一种具有环境检测功能的基于 WindowsCE 嵌入

式系统的智能网关
ZL 201220658724.1

实用新型 一种带有 USB 接口的智能插座 ZL 201220660530.5

发明专利 一种带有 USB 接口的智能插座 ZL 201210513771.1

发明专利
一种具有环境检测功能的基于 WindowsCE 嵌入

式系统的智能网关
ZL 201210510782.4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贝叶斯网络的专变采集终端故障诊断方

法
ZL 201210510970.7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 WinCE 系统下集中器自动识别载波模块

的方法
ZL 201210512167.7

发明专利 一种多功能家庭智能网关 ZL 201210510817.4

发明专利 一种具有健康监测功能的智能网关 ZL 20121053001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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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一种具有回历显示和闹钟功能的智能插座 ZL 201210510969.4

实用新型 一种具有环境检测功能的集中器 ZL 201220316392.9

发明专利 基于双界面智能卡的远程管理本地费控电能表 ZL 201210281514.X

发明专利 电子式混合计费预付费电能表 ZL 201210281866.5

发明专利 新型光通信电能表 ZL 201210281867.X

发明专利 一种具有计量功能的集中器 ZL 201210281868.4

发明专利 电能表智能组网动态路由远端采集系统 ZL 201210281629.9

发明专利 基于云服务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 ZL 201210281685.2

发明专利 基于无线识别技术的三相电能表 ZL 201210282222.8

发明专利 自适应多种可插拔通讯模块的电能表 ZL 201210281628.4

发明专利 一种具有环境检测功能的集中器及其控制方法 ZL 201210225524.1

发明专利 基于嵌入式 CPU 的智能电网监控装置 ZL 201110096007.4

实用新型 一种具有计量功能的集中器 ZL 201120519171.7

实用新型 基于云服务的电力用户用电信息采集系统 ZL 201120517451.4

实用新型 自适应多种可插拔通讯模块的电能表 ZL 201120517452.9

实用新型 电能表智能组网动态路由远端采集系统 ZL 201120519754.X

实用新型 基于双界面智能卡的远程管理本地费控电能表 ZL 201120519753.5

实用新型 电子式混合计费预付费电能表 ZL 201120518035.6

实用新型 新型光通信电能表 ZL 201120520672.7

实用新型 基于无线识别技术的三相电能表 ZL 201120520711.3

发明专利 一种电能表负荷曲线的记录方法 ZL 201110410019.X

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 WinCE 下集中器的协议解析和生成方法 ZL 201110410018.5

发明专利 单相电能表误差自动调校方法 ZL 201110410020.2

发明专利 三相电能表的调校方法 ZL 201110412051.1

发明专利 0.5 级电子式单相电能表 ZL 201010288649.X

发明专利 无线集抄远传费控电能表 ZL 201010288648.5

实用新型 带有人机界面的基于 Windows CE 的集中器 ZL 20112008096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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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 基于 ARM9 的智能电网管理电能表 ZL 201020687802.1

实用新型 基于嵌入式 CPU 的智能电网监控装置 ZL 201120112885.6

发明专利 窄带电力线载波通信的 IP 组网方法 ZL 201110186896.3

实用新型 0.5 级电子式单相电能表 ZL 201020536615.3

实用新型 无线集抄远传费控电能表 ZL 201020543776.5

实用新型 三相高精度宽量程电能表 ZL 201020265820.0

实用新型 基于国密算法 SM1 的电能表 ZL 201020266206.6

实用新型 电子式语音报警载波通信电能表 ZL 201020135116.3

实用新型 电子式无线电载波通信电能表 ZL 200920144053.5

发明专利 电子式无线电载波通信电能表 ZL 200910117443.8

实用新型 电子式电能表移动售电系统 ZL 200920143821.5

实用新型 带有防 IC 卡卡口攻击装置的电子式电能表 ZL 200920143825.3

实用新型 直接接入式阀控电子式电能表 ZL 200920143827.2

实用新型 点阵液晶电子式电能表 ZL 200920143822.X

实用新型 电子式远程售电预付费电能表 ZL 200920143826.8

实用新型 电子式阶梯电价预付费电能表 ZL 200920143824.9

发明专利 电子式电能表移动售电系统 ZL 200910117222.0

发明专利 电子式语音报警载波通信电能表 ZL 200910117221.6

发明专利 直接接入式阀控电子式电能表 ZL 200910117220.1

外观专利 电子式电能表 ZL 200630181553.8

3、软件著作权

软件名称 登记号

无线远传水表软件 2018SR771177

无线远传膜式燃气表 2018SR757911

隆基迷你预付费售电系统 2018SR45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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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宁光智能水表软件 2018SR119848

QJGJ13-NG02 型水表集中器软件 2017SR114567

国网电表集中器软件 2017SR114552

三相费控智能电能表软件 2017SR114540

RELAY-NG01 型无线中继器软件 2017SR111709

互联网+能源管理系统 2017SR106605

IC 卡膜式燃气表软件 2017SR105654

三相电子式费控电能表软件 2017SR105718

DTSD22 型三相多功能电能表软件 2017SR105650

单相电子式费控电能表软件 2017SR105643

单相费控智能电能表软件 2017SR105722

I 型电量采集器软件 2017SR105673

QJGJ13-NG01 型燃气表集中器软件 2016SR268323

DDZY1122C-Z 型单相本地费控智能电能表软件 2016SR193174

宁夏隆基宁光智能集抄管理系统 2014SR188407

四、资产信息

企业选择不公示。

五、荣誉资质

名称 图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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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颁

发）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颁发）

高新技术企业（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颁

发）

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

发）

GB∕T 17215.9321-2016 《电测量设备 可信性

第 321 部分:耐久性-高温下的计量特性稳定性试

验》主要起草单位（全国电工仪器仪表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六、市场应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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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

七、新闻动态

近期动态： 我公司研发的“基于 CPU 卡 NB-IoT 物联网智能燃气表系统”通过 自治区工

业和信息化厅新产品鉴定

隆基宁光仪表【第十三届中国城镇水务大会】纪实

公司总经理赵四海先生获评“十大宁商最具影响力宁商人物”

http://www.nxlgg.com/Web/News/shownews.html?id=597
http://www.nxlgg.com/Web/News/shownews.html?id=597
http://www.nxlgg.com/Web/News/shownews.html?id=596
http://www.nxlgg.com/Web/News/shownews.html?id=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