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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件方案供应_TUBE&FITTINGS Solutions 

 

【管件方案供应商】信德迈可以提供流体连接管件和电气连接件以及系统集成。包括： 
1) 液压软管 (包括编织管、缠绕管、多用途管，以及超过 4500 种派克扣压式接头)，工

业软管，硬管及接头，超高压不锈钢钢管； 
2) 电缆保护产品：尼龙软管，热缩套管，金属软管以及非金属软管及附件。 
 
 
一 、 软管及接头产品 
 
1）Parker 软管，接头及设备_Parker 液压胶管_Parker hose_Parker 软管 
 
Parker 派克可提供最齐全的软管及接头规格选项。您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软管，包括编

织管、缠绕管、多用途管，以及超过 4500 种派克扣压式接头。派克产品已达到并超越

了全球标准。派克还有更多适合您应用的产品特点，包括软管的各种耐磨外胶层，柔软

性，广泛的介质兼容性等，这使得派克可以成为您的首选软管供应商。Parker 提供行业

中最广泛的专业、工业、混合和液压软管。Parker 提供耐热、抗臭氧、能抵受恶劣天气、

耐化学腐蚀、耐油污和阻燃、抗紫外线和耐磨的低压、中压和高压气动和液压软管。Parker
恒压软管 液压软管 吸油/回油软管 Push-Lok® 软管 磷酸酯软管 低温软管 铁路行业

软管 交通行业软管 新能源/海工行业软管 制冷行业软管。Parker Parflex CNG 软管专

为压缩天然气输送而开发，由导电尼龙内心和纤维加强层组成，承压高，柔韧性好。符

合 NFPA52、ANSI/IAS NGV4.2-1999、CSA12.52-M99 认证。 
http://www.cnmec.biz/parker_fluid_connectors/parker_product.htm  

 
 
2）瑞士 PMA 比玛公司生产的 PMA 系列电缆保护产品包括 PMAFLEX 系列软管和

PMAFIX 系列管接头以及 ECONOMY 系列软管和 ECONOMY 系列管接头。PMA 软管

有 16 个种类，规格从直径 7mm 到 125mm，工作温度从零下 200 摄氏度至 250 摄氏度，

标准色是黑色或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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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LINE 轻巧型系列软管和接头 
PMA Ex 防爆系列软管和接头 
PMAFIX Pro 新一代电缆保护 
PMAJACK 系列编织屏蔽网管和 EMCFIX 屏蔽系列接头 
AUTOMATOIN PRODUCTS 机器人专用系列软管 
PMAFLEX Multilayer and PMAFLEX 
Divisible System 可分型产品 
 
 
3） 英国 Adaptaflex 公司是全球生产软管系统领域的领导者。主要产品有：Adaptaflex
软管接头、Adaptaflex 接插件、Adaptaflex 软管、Adaptaflex 电缆防水接头。公司自 1972
年成立以来已有 38 年历史。38 年来 Adaptaflex 所提供的可靠的，安全和极高的性价比

在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信誉，是软管，软管接头，电缆防水接头，接插件等产品供应的

领先者。 

 

Adaptafle 产品范围: 
 非金属软管系列 Non-metallic Conduits  
 非金属接头系列 Non-metallic Connectors  
 金属软管系列 Metallic Conduits  
 金属接头系列 Metallic Connectors 
 塑料电缆防水接头 Plastic Cable Glands 
 金属电缆防水接头 Metal Cable G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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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载连接器系列 Heavy Duty Connectors 

 
非金属系统 
 
- 非金属导线管 - PA、PF 及 PI 型非金属导线管 
- 非金属导线管 - PR、CP 及 PADL 型非金属导线管 
- Adaptalok - 一体式按压防水型 IP66 接头 
- Adaptalok - 一体式按压防水型 IP66 接头，带旋转黄铜螺纹 
- Adaptalok - UNEE 圆形连接器接头(MIL C5015) 
- Adaptalok - 带夹式 IP40 接头 
- Adaptalok ATS - 一体式按压防水型 IP68/69K 接头,旋转黄铜螺纹和 UNEE 圆形连接器

接头 
- Adaptalok - 防水型压缩式接头和配件 
- 特质非金属系统 - KT 型防水型柔性非金属导线管和接头 
- 特质非金属系统 - PP 型非金属导线管和接头 
- 特质非金属系统 - XF 和 RF Xtraflex 型非金属导线管和接头 
- 配件 -锁紧螺母、夹子、端盖、密封圈、端部套管及拆卸工具 
- 配件 - 铰接式 T 和 Y 型连接头 
- 高性能专业非金属系统 - PK,PKTC,PKSS,PRTC,PRSS 和 PEEK 
 
金属系统 
 
Adaptasteel - S 和 SS 型钢材质柔性导线管和 S 型接头 
Adaptasteel - SP、SN 和 LFH-SP 型覆膜钢材质柔性导线管和 SP 型接头 
Adaptasteel - SPL 和 SPLHC 型覆膜钢材质柔性导线管和 SPL 接头 
Adaptasteel - SB、STC、SSB 和 SSBGS 型专业电磁干扰屏蔽导线管和 SB 型接头 
Adaptasteel - SPB 和 SPTC 型专业防水、电磁干扰屏蔽导线管和 SPB 型接头 
Adaptasteel - SPLHCB 型专业防水型高强度导线管和 SPLB 型接头 
配件 - 锁紧螺母、P 型夹、直角肘型接头、45 度肘型接头、接近开关转化接头，内螺

纹连接器，扩径接头、缩径接头和转化接头 
 
电缆固定头和接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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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固定头 - 概述、标准型、Euro Index 型、Index A2P 型、直角肘型电缆固定头 
电缆固定头 - Index Claw 型，扁平电缆型，伴热电缆型和 EMC 型电缆固定头 
电缆固定头 - 微型及表面安装型电缆固定头、螺纹线夹衬套 
电缆固定头 - PG-公制变径接头和缩径接头、堵头和电缆附件 
电缆固定头 - 1512、4012、6012、10012 和 16012 尼龙接线端子、ELK 型聚乙烯接线端

子 
 
4）ABB-THOMAS  BETTS 通贝 shrink-kon Heat-Shrinkable Tubing 热缩套管 
 
Shrink-Kon 提供工业用的防潮热缩套管。通贝的 Shrink-Kon 系列拥有全面的高性能热

缩产品：- 热缩比范围从 2:1 到 6:1- 厚壁、中壁、薄壁、超薄壁等多个系列满足各种需

求- 每个系列可选用多种颜色- 有热缩终端、多分支指套、热缩标签等多种产品 

 

 
二、硬管及接头产品 
 
1) Autoclave Engineers High Pressure Fittings and Tubing超高压不锈钢管。 

 

100,000 psi(6895 bar) 规格参数：- 可提供尺寸 1/4", 5/16", 3/8", 9/16", and 1".- 材质：

316SS 不锈钢 Fittings manufactured from cold worked 316 stainless steel. - 操作温度：零

下 252 度到 649 度；Operating temperatures from -423oF (-252oC ) to 1200oF (649oC). - 可
根据客户要求提供特殊定做材质。Parker Autoclave Engineers 管材专为在强度和抗腐蚀

性两方面都有严格要求的高压应用设计。管材的长度为 20 到 26.5 英尺（6.1 到 8.0 
米）之间的任意值。1/8" to 1/2" sizes up to 15,000 psi (1035 bar) 
http://www.cnmec.biz/snaptite/Fittings_Tub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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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rker硬管接头及设备 

 
Parker 派克硬管接头已经获得世界上各种不同机构的认证，具体有： 
德国劳氏（GL） 
英国劳氏（LR） 
挪威船级社（DNV） 
美国船级社（ABS） 
俄国船级社（RMS） 
德国水与气体协会（DVGW） 
在其他应用领域，如矿业，轨道交通，电站和国防等，派克硬管接头也已在有关国家的

有关机构获得认可。这些认证通常针对特定的产品、应用领域、工况条件、有效期或其

他限制条件。我们可为不同应用情况提供相应的资料文件。派克的硬管接头同时也被世

界上许多主机设备生产商或最终用户认可。 

 

 
Parker 派克硬管接头产品包括： 
EO2-Plus（公制卡套与弹性密封结合） 
EO-plus 渐进式卡套接头（金属密封） 
EO2-FORM（成型管与弹性密封） 
O-Lok®（O 形圈平面密封） 
24°锥焊接接头 
Triple-lok 接头（37°扩口） 
管路过渡接头 
我们可以提供各种类型的螺纹，ISO6149， 公制 BSPP，BSPT，NPT，UNF，SAE 及
法兰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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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件系统集成 
 
1) 管路（硬管为主）的打包业务 
 
针对管路（硬管为主）的打包业务（解释：客户需要 Parker 提供的不仅元件，而是整个

或者某个局部的管路的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制： 
- 管路设计从 A 点到 B 点，由 CPS 提供设计方案并与共同合作完成；该工作有些是由

客户自行出图，由ＣＰＳ来修正） 
- 管路预制（钢管折弯钢管开槽或者扩口；该工作是 CPS 的重点） 
- 管路冲洗，压力测试 （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 
- 管路安装和现场支持 
** 非焊接的管路打包（非焊接管路涉及到的尺寸可以由 6mm 到 220mm 外径） 
** 纯粹的管路打需求，不涉及其他方面 
 
2) 提供软管/胶管总成 
信德迈公司 Parker 液压软管液压胶管扣压车间工厂： 
http://www.cnmec.biz/parker/workshop.html 
500 平方米车间图片分享 
机场辅道金盏路 3 号院 
 
 
 

 

联系方式： 
 
信德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CNMEC Technology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 10 号望京 SOHO-T1-C 座 2115 室  
邮编：100102  
*Tel:  010-8428 2935  | * Fax: 010-8428 8762 
*手机：139 1096 2635 
*电子邮件： sales@cnmec.biz 
主页：http://www.cnmec.biz 
 
 

 

 

 

 

信德迈是以下品牌正式授权分销商 

Pakre_ABB-THOMAS BETTS_Adaptaflex_PMA_Autoclave Engine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