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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认证报告生成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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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10 月 11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8000 万人民币

职工人数： 1-99 人 生产面积： 7000 平方米

设备保质期： 3 年 信用认证： AAA

售后服务： 配中文说明书、现场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全国服务点： 暂无

企业网址： www.gdzhaoji.cn

企业地址： 广东广州市番禺区市莲路祥兴大街 2 号

经营范围： 供应用仪表及其他通用仪器制造；船舶自动化、检测、监控系统制造；工业自

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电工仪器仪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通用和专用仪

器仪表的元件、器件制造；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应用电子设备

制造；计算机信息安全设备制造；绘图、计算及测量仪器制造；计算机网络系

统工程服务；软件服务；软件测试服务；软件批发；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电

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产品批发；电子产品检测；智能卡系统工程服务；智能化

安装工程服务；安全智能卡类设备和系统制造；金属制卫浴水暖器具制造；销

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

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

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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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用水表，光电直读水表，IC 卡智能水表等。

企业介绍： 广州市兆基仪表仪器制造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水表行

业 30 强企业。广州市兆基仪表仪器制造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种口径民用机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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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预付费智能卡水表、光电直读远传水表、超声波远传水表、全电子远传水

表、智能卡直饮水水表、校园智能卡水表价格、阶梯计价水表、无线智能卡水

表、无线大口径水表、营业收费系统、校园一卡通系统、四表集抄系统，消费

机、刷卡洗衣机等产品。现有办公、科研面积 2000 多平方米；专业生产厂房

占地面积 6000 多平方米。拥有省级水表实验室、质检中心和各类生产设备，

工作人员 100 多人，专业技术人员占 60%以上。

二、生产销售能力

代表产品 代表型号 产品特点 图片示例

NB-IOT 物联网水表
LXSY-15ET

(NB）

使用介质：冷水、热水；材质：

不锈钢、铜壳、球墨铸铁。

蓝牙扫码水表 LXSC-15LY

工作电压：DC12V，待机时功

耗≤3W，刷卡供水时功耗小于

≤ 10W ； 工 作 湿 度 ：

10%-110%。

一体式计量 IC 卡开

水表

LXSC-15E

3

一表多卡，主要用于学校、工

厂、医院、开水房、浴池，采

用先扣费后用水模式，便于管

理，可防止学生恶意刷卡。

http://www.gdzhaoji.com/zh-CN/displayproduct.html?proID=2543986
http://www.gdzhaoji.com/zh-CN/displayproduct.html?proID=2543970
http://www.gdzhaoji.com/zh-CN/displayproduct.html?proID=2230617
http://www.gdzhaoji.com/zh-CN/displayproduct.html?proID=22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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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水表 LXB-65
计量准确、运行稳定、压力损

失小。

智 能 无 线远 传 干 式

冷水水表

LXSYG-20

EW

采样方式：光电直读编码、脉

冲。

光电不锈钢水表
LXSY-100

EN

主要流量参数： R80,R125 ；

DN15 始动流量 4 升/小时；

DN20 始动流量 6 升/小时。

小无线光电水表 LXSY-20E
读数零误差、抗干扰能力强、

使用寿命长。

预付费冷水表
LXSC-20E

T

大口径预付费水表 LXSC-50E

半液封旋翼式水表 LXSF-20E

智能自助终端机 YR-ZCJ01 可用现金、银行卡充值。

三、知识产权

http://www.gdzhaoji.com/zh-CN/displayproduct.html?proID=2324013
http://www.gdzhaoji.com/zh-CN/displayproduct.html?proID=2230174
http://www.gdzhaoji.com/zh-CN/displayproduct.html?proID=2230174
http://www.gdzhaoji.com/zh-CN/displayproduct.html?proID=2188967
http://www.gdzhaoji.com/zh-CN/displayproduct.html?proID=2164298
http://www.gdzhaoji.com/zh-CN/displayproduct.html?proID=2164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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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标

商标名称 图片示例

兆基

2 专利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实用新型 一种低功耗智能电表 ZL 201720410816.0

实用新型 一种低功耗智能水表 ZL 201720410765.1

发明专利 一种低功耗智能电表的显示方法 ZL 201710256061.8

发明专利 一种低功耗智能电表的显示方法 ZL 201710256048.2

实用新型 无线远程光电直读水表 ZL 201621242173.5

发明专利 一种低功耗智能热量表的显示方法 ZL 201710256055.2

实用新型 多功能智能水表 ZL 201621241955.7

实用新型 IC 卡智能水表一次性电池盖 ZL 201621239274.7

实用新型 物联网智能无线远传水表 ZL 201621239272.8

实用新型 智能感应水表 ZL 201621242140.0

外观专利 智能远传水表（光电直读式） ZL 201630562353.0

外观专利 智能远智能远传水表（光电直读式阀控） ZL 201630562343.7

3、软件著作权



- 7 -

四、资产信息

企业选择不公示。

五、荣誉资质

名称 图片示例

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无线远程水表产品（广

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颁发）

广州市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广州市科技创新委

员会）

软件名称 登记号

兆基水、电、气表光电直读抄表系统 2017SR359079

CPU 卡水控管理系统 2017SR222705

CPU 卡水控机嵌入式软件 2017SR226903

兆基自助终端机 IC 卡管理软件 2016SR224964

远程抄表控制管理系统 2017SR228007

兆基 IC 卡智能水表远程管理软件 2016SR224971

兆基 IC 卡智能水表脱机管理软件 2016SR22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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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场应用反馈

暂无。

七、新闻动态

近期动态： 兆基 NB-IOT 物联网水表倾情助力“感知未来，缔结精彩”——中国电信广东

互联网开放实验室升级开幕暨合作签约仪式

http://www.gdzhaoji.com/zh-CN/displaynews.html?newsID=598324
http://www.gdzhaoji.com/zh-CN/displaynews.html?newsID=598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