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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解决方案集监所安防和所务管理于一体，构建了统一的安防综合管理平台，符合《全国监所信息化建设规划》相关
要求与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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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述 DEMAND ANALYSIS

湾区通信自主研发的八剑智慧监所系统，采用物联网技

术，针对监室、会见室、审讯室等范围设备控制和状态监

控，包括广播系统、电教系统、监控系统、对讲系统、会见系

统、提审系统、灯光控制以及智能视频分析报警等多种功

能。实现计算机技术、传感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深

度融合，支持远程的人机交互，从而提高狱警工作效率，实

现全面提升监所的管理水平。

为满足安全与管理需要，八剑TDM电源与监所设备结合，

实现远程监控、管理和分析，科学保障电力系统节能、环保

与高效运行，达到精准化安全管控和电力管控运维的目

标。成功解决过去“一刀切，一闸管一线”的粗放式手段管

理模式。

自动化管理用电设备的开启与关闭，并实时监管现场环境

温度、湿度、空气质量、流明度等信息。且通过云端系统控

制平台，让管理者远程操控电量耗用情况。

系统拓扑图

产品背景 PRODUCT BACKGROUND

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3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新形势

下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

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

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

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

时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坚持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

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

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统筹污染治理、生

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努力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为了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我们针对目前监所电力设

备运行的实际情况，开发了TDM智能监所电力管控系统，

利用传感器技术收集监所环境信息，通过数据分析合理自

动化调配用电设备运行，达到了节能减排，优化资源的目

的。

核心需求

01.监室用电设备多，部分设备
能耗高，设置权限一闸管，无法
精细管控到每个监室每台设备，
设备老化严重、电力能耗大； 

03.智能运维人员不精通电力
管理，对电力故障等突发状况排
查困难，管理维护成本高；

04.系统兼容度低，功能单一，
孤岛问题突出，无法对监室设备
进行精准管控。

02.部分传统设备无联网，增加
安全隐患，例如传统的应急照明
灯无联网、无法获知设备状态，如
遇故障停电一分钟，会带来重大
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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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示意图

界面呈现：界面经过逻辑关联和视觉关联等人性化设计，方便用户操作；

快速上手：用户通过界面名称与布局，可迅速了解系统功能，短时间内学会操作；

数据分流：对高并发量下产生海量数据进行分流及优化，让用户不受信息量过大而困扰；

数据模块化：多模块的日常数据参与分析，针对性提升用户的使用效率。

操作简易7

利用经验进行自我深度学习，并掌握设备运行逻辑，
可自动完成故障统计与预警，提前依据大数据判断故
障来源；平台历史数据可追溯，通过历史数据分析，为
后期系统升级的设备采购、减排方案设计提供科学依
据。

八剑电力管控系统可对接入八剑TDM电源的设备进
行单独或全部开/关控制，实时检测设备运行状态，对
于闲置的用电设备可远程关闭，减少用电量，实现节
能降耗，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科学保障电力系统节
能与人力物力资源的合理利用。

深度学习·历史追溯5 环保节能·降低成本6

打破信息孤岛，将各子模块实现一体化、集成化管理，
形成一个安防整体，全面填补并升级监所安防系统漏
洞；真正实现计算机、传感、通信与网络技术深度融合
与远程人机交互，无障碍扩容广播、电教、监控、对讲、
会见与提审系统，以及灯光控制、智能视频分析报警
等功能，全面提升监管水平。

精准管理、故障隔离，单台设备发生故障，不会影响其
它设备正常运行；八剑TDM电源远程监控、管理和分
析，拥有安全可靠、承载功率大、控制功能灵活、智能
化管理等特点。

兼容性高·易于集成3 性能安全与稳定4

实时监测整个智慧监所平台的工作状态，智能提取现
场环境的温度、湿度、空气质量与流明度和各个点位
的供电情况，分析上报设备运行数据，智能预判，提前
发现问题、提供预防方案，并通过远程控制设备断电
与重启、设定设备阀值。

当设备发生故障时，能够快速精准排查节点故障，以
云端系统控制平台进行故障推送、故障告警等，将运
维工程师从“大海捞针”中解放，有效提高运维效率。

在线监测·智能管控1 精准定位·高效运维2

系统功能亮点平台架构图

管理员可在系统平台查看监室设备状态和远程操控，对监室进行实时监管及时处理告警异常。

组成架构简易，安装简单易操作，轻松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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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剑智慧监所平台模块包括︰智慧中心、设备管理、电力管控、历史查询、系统设置等，系统采用B/S架构、管理员通过WEB端
登录系统，可实时查看监室的信息及监室设备状态控制。

智慧中心
人性化用户界面，实时推送故障信息，第一时间响应报警数据；定制化环境地图，还原监室真实环境；两侧布置菜单栏，数据一目了然

电力管控
实时监测设备工作状态，直观拓扑图设计，电源精准控制输出；

右侧监室菜单，可批量或单独操作；自动管控电设备开/关

系统设置
修改编辑设备名称，设定监室任务、设备数据；左侧菜单分组，布

置简洁直观

设备管理
设备状态实时显示，设备分布、名称、用电IP、当前状态一目了然

可编辑；左侧多级菜单，详细展现层级关系

历史查询
历史事件查询，事件永不错过，方便后期做相关总结分析

配套产品
ACCESSORY PRODUCTS

平台简介

www .wanqutx .co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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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交流4路TDM电源 智能检测：实时检测总电流、通道输出电流、电压、功率、通道开关状态以及设备状态等；

智能管控：当设备出现异常情况可进行自动行关闭，当设备电流高于或低于设定阀值，当前通道自动关闭/恢复输出；

灵活操作：可同时控制4个通道输出，也可单独控制每个通道的开启/关闭；

透明菜单：搭配2.2英⼨高清度TFT大屏，实时显示通道电流、电压、市电状态、设备温度、备电时长等参数，功能丰富，一目了然； 

持久续航：支持UPS备电，即使面对市电状态为“异常”情况，也能保证设备长时间正常工作；

接口丰富： 级联485端口、标准3.81接线端口、以太网LAN口，设备外接、电源级联，数据互通一网打尽；

高精准定位：精准定位主系统、各电源通道的运行状态，极简掌控通道系统状态；

安全稳定：四位10A新国标插孔可定制，超限故障隔离，高稳定、可靠运行；

一键开关：简洁式开关设计，电力控制尽在掌握；

安装方便：1U机架式安装设计，部署更方便，安装更简洁；

应用领域：应用于司法、金融、校园、市政、医疗、电力以及机房建设等领域。

产品名称 交流4路智能 TDM 电源

产品尺⼨ 485mm * 248mm * 45mm

产品重量 ≈3235g 

电源输入电压 AC220V 50/60Hz

电源输出电压 AC220V

单路最大输出电流 10A

整机最大输出电流 16A

单路最大输出功率 2200W

输出通道数 四通道输出

工作温度 -25℃ ~ +75℃

存储温度 -30℃ ~ +80℃

工作湿度 10% - 80%

通讯接口 以太网接口、RS-485接口

市电检测 可检测市电状态

UPS 可外接UPS 

事件类型 电压超限，电流超限，设备温度超限，通道状态切换，功率超限

自动断电类型 电压超限，电流超限，设备温度超限，功率超限

自动恢复类型 电压超限后恢复、设备温度超限后恢复

默认出厂设置 电压范围：180~260V、电流最大值：5A、设备温度最大值：85℃

性能参数

www .wanqutx .com 8www .wanqutx .com7

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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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交流8路TDM电源

产品名称 交流8路智能TDM电源

产品尺⼨ 485mm * 176mm * 45mm

产品重量 ≈3170g

电源输入电压 AC220V 50/60Hz

电源输出电压 AC220V

单路最大输出电流 5A

整机最大输出电流 10A

单路最大输出功率 1100W

输出通道数 八通道输出

工作温度 -25℃ ~ +75℃

存储温度 -30℃ ~ +80℃

工作湿度 10% - 80%

通讯接口 以太网接口、RS-485接口、4G无线传输（4G版本）

事件类型 电压超限，电流超限，设备温度超限，通道状态切换，功率超限

自动断电类型 电压超限，电流超限，设备温度超限，功率超限

自动恢复类型 电压超限后恢复、设备温度超限后恢复

默认出厂设置 电压范围：180~260V、电流最大值：5A、设备温度最大值：85℃

性能参数

www .wanqutx .com9

正面 背面

智能检测：实时检测总电流、通道输出电流、电压、功率、通道开关状态以及设备状态等；

智能管控：当设备出现异常情况可进行自动行关闭，当设备电流高于或低于设定阀值，当前通道自动关闭/恢复输出； 

灵活操作：可同时控制8个通道输出，也可单独控制每个通道的开启/关闭；

透明菜单：搭配2.2英⼨高清度TFT大屏，实时显示通道电流、电压、市电状态、设备温度、备电时长等参数，功能丰富，一目了然； 

接口丰富：以太网LAN口和RS-485口，兼备数据上传、级联部署的功能；

高精准定位：精准定位主系统、各电源通道的运行状态，极简掌控通道系统状态；

4G传输（可选）：4G版本搭载高性能4G传输模块，在一些特殊场景也可高效完成远端监控任务；

安全稳定：八位10A新国标插孔可定制，超限故障隔离，高稳定、可靠运行；

一键开关：简洁式开关设计，电力控制尽在掌握；

安装方便：1U机架式安装设计，部署更方便，安装更简洁；

应用领域：应用于司法、金融、校园、市政、医疗、电力以及机房建设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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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32路TDM电源 灵活应用：可定制拓展32路电源输出，满足大规模弱电设备接入需求，方便用户灵活管控输出；

智能检测：实时检测总电流、通道输出电流、电压、功率、通道开关状态以及设备状态等；

灵活操作：可同时控制32个通道输出，也可单独控制每个通道的开启/关闭；

智能管控：当设备出现异常情况可进行自动行关闭，当设备电流高于或低于设定阀值，当前通道自动关闭/恢复输出； 

高精度定位：精准定位主系统、各电源通道的运行状态，极简掌控通道系统状态；

双电源保障：电源容错机制，热插拔设计，完美保障系统稳定高效运行；

LED指示灯：指示32路通道的通断状态及故障状态；

模块化设计：后面板般弱电端子模块化设计，方便拓展，最低16路，最高32路电源输出；

灵活调节：支持5v、9v、12v等多类型弱电设备接入；

接口丰富：RS-485口与以太网LAN口，以应对更多拓展模块的接入与设备的联合组网需求；

安全稳定：全铝合金机壳，抗压强度高，阻燃性好、耐腐蚀、寿命长、屏蔽更多电磁干扰；

安装方便：1U机架式安装设计，部署更方便，安装更简洁；

应用领域：应用于司法、金融、校园、市政、医疗、电力以及机房建设等领域。

产品名称 直流32路智能TDM电源

产品尺⼨ 485mm*391mm*44.5mm

电源输入电压 AC220V 50/60Hz

单路输出电压与最大输出电流 1-4 路单通道 DC12V/2A 、5-32 路单通道 DC12V/1A

最大输出电流 1-8 路总输出最大电流12A 、9-32 路总输出最大电流17A

整机最大输出功率 348W

输出通道数 32 通道输出

工作温度 -25℃ ~ +65℃

存储温度 -30℃ ~ +70℃

工作湿度 10% - 80%

通讯接口 以太网接口、RS-485 接口

默认出厂设置 a、输出电压：12V；b、电流最大值:1-4路2A，5-32路1A ；c、设备温度最大值：80°C

事件类型 电压超限，电流超限，设备温度超限，主电源异常切换，通道状态切换，功率超限

自动断电类型 电压超限，电流超限，设备温度超限, 功率超限

自动恢复类型 电压超限后恢复、主电源异常后恢复、设备温度超限后恢复

供电模式 双备份电源、热插拔设计

电源输出接口 模块化、可插拔、可定制

默认出厂设置 电压输出范围：0~14V、电流最大值：1-4路2A/5-32路1A、设备温度最大值：80℃

机壳材质 铝合金

结构 1U标准机架式

产品特点

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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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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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室智能电力控制箱

产品名称 监室智能电力控制箱

产品尺⼨ 314mm * 264mm * 150mm

电源输入电压 AC220V 50/60Hz

整机最大输出电流 32A

输出电压 AC220V

输出通道数 四通道输出

工作温度 -25℃ ~ +70℃

存储温度 -30℃ ~ +75℃

工作湿度 10% - 90%

报警方式 超阈值触发报警，并关闭报警线路供电，报警记录数据提交⾄平台

能耗统计频率 每日、累计一个月

智能检测：实时检测总电流、通道输出电流、电压、功率、通道开关状态以及设备状态等，可与感知器配套使用，实现现场环境
                    温度、湿度、空气质量及流明度等检测；

智能管控：当设备出现异常情况可进行自行关闭，当设备电流高于或低于设定阀值，当前通道自动关闭/恢复输出； 

接口丰富：标配四路强电线路、以太网接口及485级联接口，用电供给、设备外接、数据互通一步解决；

动态检测：可远程实时监控各通道电流、电压等电力参数，并上传⾄实战平台进；

精准管控：行远程监控、协作控制，可根据实际工作电力需求，来定制操作预案，协调设备的启停；

稳定可靠：强弱电分离，杜绝强弱电相互干扰引起的数据不准确；

节能环保：当设备检测到参数值超出范围或恢复时，自动关闭/开启设备输出，防止电量过多损耗或现场需求应用；

安装方式：壁挂式安装，适用于各种现场就近安装的需要。

产品特点

性能参数

www .wanqutx .co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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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室环境感知器

产品名称 监室环境感知器

电源输入电压 DC12V

整机最大功率 ≤1W

事件类型 流明度检测、空气质量检测、温湿度检测

工作温度 -25℃ ~ +70℃

存储温度 -30℃ ~ +75℃

工作湿度 10% - 90%

访问方式 通过RS-485访问主机控制

通讯接口 RS-458 接口通讯

产品尺⼨ 面盒：长120mm*宽120mm*高8mm  底盒：直径105mm*高53mm

实时检测：动态监测温湿度、流明度、空气质量检测，并将数据上传⾄智能控制箱，最终上传⾄平台；

智能监管：可根据传感器获取数据联动电力控制箱，管控室内电灯、⻛扇、空调、排气扇等设备动态来调节室内人居环境；

红外遥感：内置红外遥感模块，当室内温度高于或低于设定的温度阈值时，可自动开/关室内空调并调节到适当温度。

产品特点

性能参数

www .wanqutx .co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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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主要应用于监所、劳教所、看守所、戒毒所、拘留所及其它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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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某监狱智能电力改造项目

随着“智慧监狱”到来，在各种安防设备被应用在监狱后，如

何安全稳定、并高效运维这些设备也日益重要。

广东某监狱是一所现代化文明监狱，近年在省监狱管理局的

领导下，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积极推动监狱在“智慧化与节能

环保化”的建设。该监狱的设备管理被动，表现如下：出现电

力突发状况，无法第一时间排查原因；由于无法精准智能供

电，导致大量设备处于闲置状态，造成电力资源严重浪费，同

时留有诸多安全隐患。

自去年进行电力改造，采用八剑智慧监所解决方案，将各场

所用电设备接入八剑TDM电源，有效提高了监所的管理效

率，实现了节能降耗。

应用案例 APPLICATION CASES

通过TDM电力管控系统，当设备发生故障时，能精准快速排

查故障设备，第一时间将节点故障信息上传管理平台，管理

者无需去现场可远程处理；该系统可操控用电设备在特定时

间关闭或启动，可针对无人室内的闲置用电设备进行远程关

闭，为设备精准供电，以防电量损耗，从而实现节能降耗；此

外，监所管理平台可24h实时检测用电设备的运行状态，源源

不断地读取运行数据并上传到平台进行汇总分析，对潜在危

险提前做预判，并提供预防方案。

启用八剑智慧监所解决方案后，助力广东省某监狱日常管

理，工作效率提高50%以上；同时优化了狱内的供电系统，电

力能源损耗降低近20%。

广东省深圳市某看守所

随着智慧监所建设日臻完善，安防设备
应用也越来越多，多种设备混用管理难
题日渐凸显。监所干警身处特殊环境，面
对特殊对象，承担特殊任务，如何释放干
警的工作量，且有效提高监管效率。

该看守所智能电力改造，采用八剑智能
监所系统及配套产品，通过云端系统控
制平台，让干警无需到现场亦能掌握设
备情况与监所环境质量，并远程处理，工
作效率提升45%以上，电力能源消耗降
低25%。

背景需求

解决方案

广东省梅州市某看守所

看守所是公安机关设置的羁押依法被逮
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的专门机构。
如何充分发挥信息化管理，提高监所管
理工作效能，并提高电力能源的有效利
用。

整个看守所采用湾区八剑TDM电源产
品，实现自动监测用电设备运行状态，精
准供电，实时检测监室环境温度、湿度、
空气质量、流明度等信息，及时发现故
障、排除安全隐患，工作效率提升55%以
上，电力能源消耗降低22%。

背景需求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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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剑智慧监所解决方案，目前已经成功应用在多个监所，湾区通信正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高品质的产
品和专业的服务，缔造安防行业第一品牌。

福建省某看守所

监所用电设备多，管理员无法精细管控
用电设备，易造成大量用电设备处于闲
置状态，导致浪费资源，且加速设备老
化，引发安全隐患，故需要进行智能电
力改造。

采用智能TDM电源，通过八剑智能电力
管控平台给用电设备设置任务，为智能
终端（如电视机等）精准供电，在非规定
作业时间段直接断电。减少用电设备原
有80%以上闲置时间的电力损耗，大大
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提高电力资源合
理利用，电力能源消耗降低27%以上。

背景需求

解决方案

广东省茂名电白看守所 广东省汕头市看守所

深圳市第一看守所 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深圳市强制戒毒所

......

深圳市第四看守所

黑龙江北安市看守所

深圳市湾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湾区通信）为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自2008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智能安防产

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并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及服务。湾区通信致力为全球政府以及企业客户，提供一

流产品和丰富的智慧监管行业解决方案。

湾区通信TDM及智慧司法、智慧校园、智慧金融等解决方

案服务国内230多个省市，辐射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在

公安系统、军队、航空航天、银行及医院等领域中发挥重

要作用。

公司率先在国内开创自主研发之路，并构筑高水准研发

平台，拥有业界超强创新的研发团队，研发投入占比年销

售额11%以上，实行“人才+技术”双储备机制，部分自主

技术居全球安防领导行列。

截止2021年3月，湾区通信专利总数达到60余件，并每年

以3%速度增长，公司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作。

根植于深圳沃土，公司始终秉承“拼搏创新、诚信为本、持

续发展”核心价值观，以创新、智能、互联的姿态，加上强

大的市场开拓与创新力，公司业绩每年保持20%速度稳

定增长，同时基于自身扎根安防十余年的电力采集、分

析、存储与应用能力，致力于成为“智能安防引领者”。

湾区通信，致力打造一个为员工提供成长与学习的企业

环境，实现员工的成长与企业价值共赢。

公司介绍 COMPANY PROFILE

230+ 11%+
服务省市 研发投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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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于深圳正式成立
致力智能安防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

2021 3月，专利总数达到60余件，持续保持每年3%速度
增长，为行业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2020 规模扩大，总部喜迁深圳科创大厦2楼

2019 TDM产品、智慧监管等解决方案成功应用于司法、校园与金融等多
领域

2018 为全面提升场景化服务，公司研发TDM产品、智慧监管解决方案

2017 产品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建设，充分利用自身行业资源优势，快速完成市场布局

2016 首款自主研发的降噪芯片诞生，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2009拥有智能安防产品核心技术与创新团队

2010荣获中国安防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
中国安防十大领先品牌和中国监所推荐品牌

2012

一路领跑全国智能安防市场

荣获“中国安防十大民族品牌”

2013

不断创新，研发投入达到公司年销售额9%

2015

2014

4月，公司更名深圳市湾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发展历程 DEVELOPMENT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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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资质 HONORARY 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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