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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迈公司 CNMEC Technology 简介 

  

信德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十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为客户引进提供欧美顶尖、

高质量的液压流体管阀件产品。从 2010 年我们初次接触代理美国通贝（Thomas&Betts）公司产

品，我们就开始了在低压电气、电气连接件领域的业务。2012 年 1 月 30 日瑞士工程集团 ABB 宣

布，以 39 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电子元器件生产商 Thomas & Betts Corp(TNB)。多经过四年多的

持续合作，这一长期的分销美国 ABB（Thomas&Betts)协议仍在进行中。液压流体管阀件和电气连

接件如今成为信德迈公司的核心业务单元，为客户在该领域提供核心服务，应用领域包括石油化工、

海洋油气开采、工程船舶、风力发电、轨道交通、太阳能光伏半导体新能源领域等。我们针对不同

客户需求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及个性化流体输送产品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一流的管件及电气连接

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 

 

核心服务：流体输送产品解决方案。 

 

代理销售品牌： 

- 美国 Parker 流体管 阀门 泵、连接件产品：Parker 快速接头 Snap-tite 快速接头 Autoclave 

engineers 阀门 接头；Snap-Tite 液压快速接头及拉断阀 TEMA 天马中高压快速接头 旋转接头

Rectus 利达时低压快速接头 Legris 乐克利气动快速接头、管子及阀门 

- 美国 ABB 旗下 Thomas & Betts（通贝公司）--全球电气电力工业产品之顶级品牌。Furse 接地

产品 PMA 软管及接头 

- 美国 Eaton 流体管 阀门 泵、连接件产品－－用于气压及液压系统的快速接头,包括美国汉森

Hansen 和法国格鲁梅尔 Gromelle。Aeroquip 快速接头及液压管件。 

- 美国 UFM (Universal Flow Monitors)公司流量产品；美国 Kurz 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 

- 美国 OPW 快速及干式接头（kamlok,autolok,drylok,kamvalok,epsilon,Hiltap）；旋转接头，超

低温安全拉断阀，灌装鹤管，化工鹤管，LNG 鹤管及输油臂；工业流量视镜、ISO-RING 仪表隔离

环及 Sureseal 取样阀等化工及工业市场产品。 

 

- 信德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化从事仪器仪表，快速接头，旋转接头，阀门，流量计，

泵等代理销售与服务的高科技公司。成立 10 年来，公司持续高速增长。信德迈公司在其代理品牌

之外，开始为中国客户采购各行各业-主要是工业自动化及仪器仪表行业所需的备品备件。为适应

客户小金额订单的需求，我们在美国国采购源头作了拼单，集中采购，仓储等创新，让中国客户在

美国零配件采购中除货价外的附加费用大幅度降低。 2016 年初开始筹划美国 DMK 公司，到目前

为止 DMK Engineering Solutions LLC 公司税务、银行及办公地址一切手续都已 OK，并开始正式

运营。2016 年 11 月份第一批订单已经从美国芝加哥发运中国。 

公司下属公司：北京因科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因科思工贸有限公司，西安嘉岳自动化技术有

限公司以及美国 DMK Engineering Solutions 公司。经过多年的专业运作，我公司已与多家世界知

名制造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本着“ 质量第一，信誉为本，开拓创新，追求卓越 共赢”

的经营理念和“ 为用户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 的基本运作模式，从而确保我公司代理产品阀门

 

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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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 真空泵 罗茨风机 流量计 旋转接头 快速接头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炼油、化工、航空航

天、冶金、流体控制等行业。我们的客户包括：GE、贝克休斯、国民油井、斯伦贝谢、卡麦龙、施

耐德、霍尼韦尔、API、卡特彼勒、康明斯、MTU、泰科、赫普、克拉玛依油田、吐哈油田、辽河

油田、吉林油田、胜利油田、中国石油工程建设（集团）公司、中国海洋技术服务公司、中国海洋

石油上市公司、中国海洋石油工程公司、中国船舶、中船重工，中集来福士、南阳二机、宏华、烟

台杰瑞、山东科瑞、山东骏马、胜利高原、上海神开、华北荣盛等，并深受各行业用户的一致好评。 

  

热忱欢迎新老客户和海内外有识之士，精诚合作，共创辉煌前程！ 

  

附近公交站: 

阜安西路 467 路 292 米 国风北京 536 路 538 路 321 米 融科橄榄城 536 路 538 路 

附近地铁： 

13 号地铁 望京西站下车 

14 号地铁 阜通站下车 

 

信德迈公司发展历程： 

http://www.cnmec.biz/history.htm  

  

公司发展历程 

 

+ 2004 年进入石油化工行业成立北京因科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因科思工贸有限公司 

+ 经过 3 年快速发展和积累，2007 年成立信德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注册在朝阳区，成功申请到独

立进出口权 

+ 2008 年信德迈公司成为美国Deublin 精密旋转接头、导电滑环产品华北区域正式授权代理商 

+ 2008 年信德迈公司销售额突破千万 

+ 2008 年信德迈公司喜迁新址__朝阳区，金基业大厦 

+ 2009 年信德迈公司成为美国 Tuthill (Hansen™ Gromelle™ Quick Couplings)华北区域正式授

权代理商 

+ 2009 年信德迈公司成为美国Murphy 仪表华北区域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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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在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办事处 

+ 2010 年信德迈公司成为美国 Snap+tite 快速接头, Autocalve Engineers 超高压管阀件产品中国

代理商 

+ 2010 年在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新公司 

+ 2011 年西安公司喜迁新址__未央大道+天地时代广场大厦 

+ 2012 年信德迈公司成为美国 Eaton (Hansen™ Gromelle™ Quick Couplings) 分销商 

+ 2012 年信德迈公司成为美国 OPW 流体输送+化工产品华北区域代理商 

+ 2013 年信德迈公司成为瑞士 ABB 公司低压电器产品华北区域分销商（代码 1030694）| ABB 授

权证书 

+ 2013 年信德迈公司成为美国 Parker Hannifin 流体连接件产品正式授权华北区域分销商 

+ 2013 年信德迈公司成为 Cameron, a Schlumberger Company（卡麦隆 斯伦贝谢） Supplier 

Company code:9840 

+ 2013 年 10 月因科思成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石油）物资供应商，（代码：2405590） 

+ 2013 年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8 质量体系认证，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和售后服务

体系，为用户提供一流 产品、一流服务的同时，更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 

+ 2014 年 3 月信德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顺利通过和拿到中石油入网证（能源一号网），代码：

2051164 

+ 2014 年 4 月 28 日起，信德迈公司搬迁至北京第二 CBD 商务区：望京 SOHO+T1+C 座 2115 

+ 2015 年信德迈公司代理 ABB Furse 防雷接地产品及系统 

+ 2016 年信德迈公司成为美国 Universal Flow Monitors, Inc 流量仪表公司（简称 UFM 公司） 北

方区代理商。 

+ 2016 年初在美国成立 DMK Engineering Solutions 公司，进一步拓展业务和市场渠道的布局 

+ 2016 年信德迈公司成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神华集团）一

级供应商，代码 SRM_XDM2115 

+ 信德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代理销售美国杜博林 Deublin 旋转接头产品:十年历程 _图片见证

2006 年+2016 年 

+ 2017 年信德迈公司成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入网优秀供应商，供应商代码 015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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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信德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CNMEC Technology Company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 10 号望京 SOHO-T1-C 座 2115 室 

邮编：100102 

电话：010-8428 2935,8428 3983；8428 9077 

手机：139 1096 2635 

Http：//www.cnmec.biz    

E-mail：sales@cnmec.biz 

传真：010-8428 8762 

 

公司网址：www.cnmec.biz  

联系方式：sales@cnmec.biz   

信德迈公司公众账号：xindem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