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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PROFILE

�1、�变电站综合在线监测系统

�2、�变电站智能辅助巡检系统

�3、�CAC状态接入控制器��XY-CAC/I

�4、�智能状态监测IED��XYDT-IED

�5、�油色谱在线监测系统��XY-DTO

�6、�容性设备绝缘在线监测系统��XYSDT-EIR

�7、�避雷器在线监测系统��XYDT-LACL

�8、�无线温度在线监测系统��XYDT-SCT

�9、�铁芯接地在线监测系统��XYDT-TX

10、局部放电在线监测系统��XYDT-JF

11、断路器动作特性在线监测系统��XYDT-DLQ

12、SF6气体密度及微水在线监测系统��XYDT-SF6

13、SF6气体泄漏监控报警系统��XYDT-LS1000��

14、红外成像在线测温系统��XYDT-HWCX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从事国家智能电网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的高新科技型企业。于2008年建成并投产，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华盛国际商务

园区，在北京和广州设立分公司，在重庆和西安设立西南和西北办事处。公司目前注册资金

6000万元人民币，占地面积4000余平方米，企业共有员工近200人。欣影科技的快速发展，

赢得了资本市场的青睐，于2012年初完成了首轮融资，目前有三家基金进驻，并制定了清

晰、宏伟的公司经营与发展目标。

��������欣影科技建立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体系，坚持走技术创新的道路，不断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目前，可为用户提供“智能变电站监测监控系统”、“输电可视化状态

监测系统”、“数字远程电力设施综合（防盗）预警系统”、“智能配电网综合监控管理系

统”�“电力通信设备（电力专用EPON等网络通信设备”等五大类三十余种产品。上述产品

均通过国网电科院、工业信息部、国家权威检测认证机构、公安部相关检测机构、省电力研

究院等的监测，并取得合格证书。公司系列产品已在国内电力、石油化工、冶金、交通、矿

山等多个行业得到成功的应用，其中部分产品远销美国、印度、厄瓜多尔等海外市场。

��������展望未来，我们坚守企业信誉和道德准则，运用先进技术和良好的服务，满足客户的不

断需求，与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同进步。

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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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质 荣获专利

序号      申请日     分类                 专利名称            申请号/专利号                    专利申请人

全数字化路灯防盗系统

200820058784.3
无线与GSM技术混合组
建数据采集装置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电力公司

2010-5-27

2008-5-22

2008-5-22

一种丙烯酸改性氟硅聚
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010186632.3

2010-4-29
一种电力智能稽查管理
系统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010165018.9 

2010-4-29
一种电力智能稽查分析
装置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020182058.x

2010-4-29
一种数字无线组合电力
设施防破坏预警系统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010165009.x

2010-4-29
一种数字无线组合电力
设施防破坏预警装置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020182072.x 

200820058783.9

2010-5-27
一种改性有机硅聚合物
输电线路防覆冰涂料及
其制备方法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电力公司;国家电网公司

201010186619.8

2010-5-21
一种输电线路无线智能
视频监控系统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电力公司;国家电网公司

201010181059.7 

2010-5-21 一种输电线路无线智能
视频监控装置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电力公司;国家电网公司

201020201329.1 

2010-5-21
一种冗余输电线路运行
工况在线监测系统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电力公司;国家电网公司

201010181067.1 

2010-5-21
一种冗余输电线路运行
工况在线监测装置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市电力公司;国家电网公司

201020201346.5 

2011-10-17
一种低功耗微环境检测
传感装置及其应用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110315319.X

2011-10-17
低功耗微环境检测传感
装置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120395625.4 

2011-10-17
一种用于输电铁塔上安
装设备的固定装置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110315332.5

2011-10-17
用于输电铁塔上安装设
备的固定装置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120395701.1

一种基于无线传感器网
络的避雷器在线监测

一种无线传感避雷器在
线监测系统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1-10-19

2011-10-16

2011-10-16

一种防履冰摄像机用防
护罩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110318233.2

201110312758.5

201120392786.8

2011-10-19
一种防履冰摄像机用防
护罩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120398541.6

2011-10-19
一种配电网智能终端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110318235.1

2011-10-19
一种配电网智能终端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120398543.5

201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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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一种用于输电监测终
端实时在线状态检测
的通信系统

上海欣影电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110313152.3

发明

发明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发明

实用新型

发明

发明

实用新型

发明

实用新型

发明

实用新型

发明

实用新型

发明

发明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发明

实用新型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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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放电在线监测系统  XYDT-JF

（1）灵敏度：监测灵敏度：小于5pC�（�内置传感器灵敏度小于3PC）

（2）测量频带：�300MHz—3000MHz

（3）诊断准确性：放电故障类型自动诊断正确率大于99%

（4）传感器灵活性：内置传感器可定制，尺寸大小与GIS相配套，用屏蔽带直接固定在绝缘盆子上，易安装

、易拆卸

（5）系统电源：工作电源为：交流220V/50Hz

检测频率高、频带宽，灵敏度高

抗电磁干扰能力强，特别对空气中的电晕放电具有极强的免疫力；

装置采集速率高，实时检测及显示设备内的局部放电信号；

强化的电源及通道保护设计，可靠性高（按电磁兼容Ⅳ级标准设计）；

内置了大量标准的放电模式库，不仅能进行自动的类型识别，还能对不同类型的放电进行放电发展状态评估；

瞬态保护：系统设有VFTO瞬态过压、过流、防雷等保护措施。

非接触测量方式，检测系统与一次设备没有任何电气上的连接，不影响一次设备运行，对使用者和检测设备更安全；

传感器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和用户需求完全定制，适用于多种情况的安装，操作灵活；

系统技术参数

系统结构

系统特点

局部放电在线监测系统  XYDT-JF

  

系统简介

系统功能

���� � �局部放电是针对变压器及GIS设备（组合电器）中的超高频信号的检测来表征局部放电的状态及特性。局

部放电在线监测系统采用特高频（UHF）或超声波监测原理，具有内置式和外置式两种传感器可供选择。该

设备具备灵敏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定位准确，使用方便等特点。设备通过采用软硬结合的多重滤波技术有

效的解决了现场强干扰环境下局部放电信号检测的灵敏度问题。该产品适用于对运行中的油浸式电力设备进

行局部放电缺陷检测及定位，检测结果极为可靠。

实时检测及显示设备内部的局部放电活动；

全数字化高速局放信号采集及处理；

电源相位同步及外同步（通过PT输入）可选；

局部放电事件记录及回放；

局部放电信号智能统计及聚类分析；

局部放电缺陷类型自动识别；

局部放电发展状况及严重性评估；

局部放电历史发展趋势统计；

局部放电数据库集中式管理及远程传输。

内置式传感器

外置式传感器
 

/

WEB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

以太网��光纤
Internet

以太网��光纤

分析软件

/

 #1  #N

UHF局放传感器

 

监测单元 监测单元

通讯控制单元

传感器 传感器

中央控制单元层

通讯控制单元层

现场控制单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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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放电在线监测系统  XYDT-JF

安装方式
变压器局部放电UHF传感器的安装

������UHF传感器采用高分子绝缘材料密封，耐温可达180℃，不会与变压器油发生化学反应，不影响变压器的

电气性能。UHF传感器外壳采用不锈钢材料，可根据用户的要求喷涂颜色和变压器一致，UHF传感器有明显

的设备安全标识（符合GB16836-1997中相关规定），活动部件采用聚四氟乙烯垫圈密封，可以防止变压器

油渗漏、防雨和防尘功能。

GIS局放UHF传感器的安装

������UHF内置式传感器采用高耐压树脂材料密封，不会与SF6气体发生化学反应，年气体泄漏率小于1%；UHF

传感器高度为60mm，不超过GIS检测孔或手孔高度，不会影响GIS的电气性能。

��� � �内置式UHF传感器安装在GIS本体增开检测孔或使用GIS手孔位置；外置式UHF传感器安装在GIS的盆式绝

缘子（未安装屏蔽带）；对安装屏蔽带的盆式绝缘子，建议将屏蔽带浇注孔增大，开一个30mm*70mm长条

孔，用于局放信号检测。

��� � �断路器动作特性在线监测系统采用专用的霍尔电流传感器、位移传感器、振动传感器，采集断路器的分、合

闸线圈、储能电机、辅助开关接点等运行过程中的电流波形，分、合闸行程特征波形，机构储能时间结合采集的

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波形，经断路器在线监测终端进行综合计算，得出断路器动作的分、合闸时间、速度，开断

故障电流及运行电流状况，及机构储能状态等，全站设备状态监测系统平台分析评估断路器的运行状态和触头磨

损度。

断路器动作特性在线监测系统
XYDT-DLQ

系统简介

系统可实时生成分合闸线圈电流波形、行程特征波形、速度特性波形、开断电流波形等

可监测辅助开关状态

可监测储能电机的电流、储能时间等关键信息

�

系统功能

变压器放油阀口安装UHF传感器安装示意图

GIS局放监测UHF内置式传感器安装图 GIS局放监测UHF外置式传感器安装图

①内置式UHF传感器安装 ②外置式UHF传感器安装

系统特点

通过对断路器分、合闸操作线圈电流、断路器触头行程曲线、一次回路开断电流以及分、合闸位置和机构储能状

态的实时监测，经运算得到分合闸时间、分合闸速度、三相不同期、分合闸次数；

通过对开断电流和时间的计算出触头寿命；

系统可提供直观的、数字的、模拟的输出；

系统结构

IEC61850

WEB服务器

 

数据库

振动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振动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振动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CAC

IED IED IED

CAC CAC

管理人员工作站 客户端

站控层

变电站全站设备状态
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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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6气体密度及微水在线监测系统
XYDT-SF6

SF6气体密度及微水在线监测系统
XYDT-SF6

����SF6气体密度及微水在线监测系统主要用于实时监测断路器、GIS设备、变压器等内部的SF6气体的微水、压力、

密度、温度及其变化趋势。当SF6气体相关指标出现变化时，给出变化曲线；指标达到报警状态时，自动启动报

警装置；系统的每个监控单元配有RS485通讯接口，监测数据直接接入状态监测系统软件平台，也可接入智能汇

控柜内IED，通过光纤环网通讯实时上传至变电站全站设备状态监测系统平台。

系统简介 系统结构

系统特点

产品的性能满足高压开关的使用要求，密封性能稳定可靠；

一体式在线带压测量，准确、动态监测SF6气体水分的PPM值；

微水、压力、温度、密度多参数测量；

传感器具有自动校准功能；

全不锈钢316L材质，抗干扰；

气体温度的自动补偿；

系统特点

实现准确、动态监测SF6气体水分的ppm值。

任何一个监测装置异常都不会影响其它装置的运行。

系统采用进口露点传感器和压力元件采集SF6气体微水含量和压力，保证微水值和压力值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阀体采用316L材质不锈钢，外观、性能稳定可靠。

装置通过光纤环网或通讯总线以IEC61850的数据格式将数据接入全站设备状态监测系统。

所有用户通过MIS网访问全站设备状态监测服务器就可以了解全站设备的运行状态。

IEC61850

WEB服务器数据库

110KV�SF6气体密度及
微水监测单元

220KV�SF6气体密度及
微水监测单元

500KV�SF6气体密度及
微水监测单元

CAC

IED IED IED

CAC CAC

管理人员工作站 客户端

站控层

变电站全站设备状态
监测系统

A相A相 B相 C相 A相 B相 C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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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6气体泄漏监控报警系统  XYDT-LS1000

技术指标

SF6气体浓度报警范围：50～1500PPM（报警点可自行设置，国家规定1000PPM）

SF6气体检测灵敏度：�±5%设置值

氧气浓度报警点：�18%

氧气测量精度：�<0.4%

温度显示范围：�-50～99℃

湿度显示范围：�0～99%RH

输入电源：�185～265VAC

报警输出点电流：�2A

风机输出触点电流：�16A

风机通风时间设定：�20min/次或用户任意设定

数据记录容量：�10000条

通讯：�RS—485标准协议

显示器特性：�彩显、亮度、对比度调节

主要功能

环境中SF6气体含量检测功能�

温度、湿度显示功能

环境中氧气含量检测功能

历史事件存储和查询功能

SF6气体含量超标或缺氧报警功能

自动语音提示功能

报警时，风机远方遥控操作功能

手动强制排风功能

远传报警功能

定时排风功能

3736

SF6气体泄漏监控报警系统  XYDT-LS1000

产品概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力工业迅速发展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SF6电气设备已大量投运，若设备泄漏，由于

SF6气体分子量比空气分子量大，因此SF6气体沉于空气的下方，导致在设备下部空间大量积累SF6气体而引起

缺氧窒息事故的发生。

�����XYDT-LS1000系列SF6气体泄漏监控报警系统是根据当前电力系统强调安全生产的形势，为在安装有SF6设

备的配电装置室的工作人员提供人身健康安全保护而设计、开发的智能型在线监测系统。它主要检测环境空气

中SF6气体含量和氧气含量，当环境中SF6气体含量超标或缺氧，能实时进行报警，同时自动开启通风机进行通

风，并具有温湿度检测、工作状态语音提示、远传报警、历史数据查询等诸多丰富功能。它独有的微量SF6气体

检测技术，能检测到1000ppm浓度的SF6气体，不仅可以达到保障人身安全的目的，而且还能确保设备正常运

行；进口高稳定的氧传感器，可以为现场工作人员提供更多一层可靠保护。

������目前室内SF6电器设备越来越多，市场上类似产品主要存在误报率高、传感器寿命短、不能实现无人值守，

遥测遥信能力差等缺点。

������本公司传感器的使用寿命延长5倍，可以节省几倍成本，解决降低误报、远程遥测遥信，可以大大节省人力

成本.

�����该系统主要应用在变电站内35KV�SF6开关室及500KV、220KV、110KV�GIS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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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简介

系统功能

系统特点

能够快捷、灵敏、准确地反映出变电站设备各部分的温度变化；

能够及时发现设备的异常情况，确保设备运行良好；

对测温过程中发现的发热点进行重点分析与归纳；

能够为电力设施的安全稳定运行及状态检修提供可靠的保障手段。

�����红外热成像在线监测子系统通过前端加装双通路全天候监控头（高性能红外热像仪和CCD摄像机）将监测

数据通过压缩技术、红外和可视光合成技术、网络传输技术传到远端的监控平台，通过平台可以进行实时的

查看电压制热型设备、电流制热型设备、综合型制热型设备的发热情况。同时可以在主站控制前端红外热成

像仪的转动，保证系统应能够快捷、灵敏、准确地反映出变电站设备各部分的温度变化，及时发现设备的异

常情况，确保设备运行良好。

红外热成像图

支持远程集中配置管理和报告，多个红外智能摄像机可通过有线网络或无线网络连接，组成区域监控、测

温报警网络系统；

自动检测和跟踪任意区域温度最高或最低点，可以实现多区域高温分析，在管理软件中实现图像任意点的

温度显示；

可设定对高温、超温、温升等报警温度阈值，实现相关自动报警；

应有基准温度设定功能，使用外置接触式温度传感器作为环境温度基准值，在此基准值上进行红外温度校

正，确保测量结果的精确性；

可直观的温度报表，可以生成数据表、曲线、柱状线、饼图等统计报表。报告周期可以用天、周、月、年

和自定义。对多个温度统计数据、曲线进行对比分析；

支持移动式设计，快捷的安装和拆除。当需要在线监测时将设备部署，监测结束时将设备移走即可；

支持红外和可见光双监测，便于定位现场状况；

支持云台式结构，可方便对四周设备在线监测。

红外热成像图

SHANGHAI XI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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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
COMPANY
       PERFORMANCE

浙江电网

华东电网

华北电网

甘肃电网

福建电网

陕西电网

辽宁电网

蒙东电网

山西电网

四川电网

重庆电网

湖北电网

安徽电网

上海电网

江苏电网

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

云南电网

广东电网

广西电网

海南电网

河北电网

湖南电网

河南电网

贵州电网

24个电网公司以及所辖的几十个（区、县）

级电力公司。其中的部分产品远销美国、印度、

厄瓜多尔等海外市场。

公司产品服务覆盖了国内大多数的电网公司，
其中包括：

甘肃电网

陕西电网

宁夏电网

四川电网

新疆电网

青海电网

安徽电网

河南电网

湖北电网

湖南电网

贵州电网

广西电网 广东电网

海南电网

福建电网

上海总部

云南电网

华北电网

山西电网

蒙东电网

辽宁电网

吉林电网

浙江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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