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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认证报告生成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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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7 月 21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50 万人民币

职工人数： 236 人 生产面积： 15000 平方米

设备保质期： 6 年 信用认证： 暂无

售后服务： 配中英文说明书、现场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全国服务点： 天津、辽宁大连、广东深圳、河北唐山、福建、新疆

企业网址： www.sure365.com.cn

企业地址： 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创新六路华鼎新区 1 号-10 号楼

经营范围： 仪表、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咨询、服务、转让；五金、

交电、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小轿车除外）、电子产品、办公设备、计算机及

外围设备批发兼零售；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及测量控制设备维修、安装；计量

器具制造（按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经营）；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从事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计量检测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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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量仪表等。

企业介绍： 公司总部坐落于天津市滨海高新区，下设三处工厂——分别位于西青区中北工

业园（两处）以及大港中塘镇工业园，总占地面积 25000 余平方米，年产销流

量仪表整机 30000 余台套，员工团队 280 余人。公司专职研发团队 50 余人，

配套有 EMC 测试、环境测试等实验室，并分别在新加坡和加拿大设立有海外研

发中心。历经十年发展，公司已经形成了以迅尔仪表科技公司为母公司，以迅

尔自控、迅尔电子、比利科技、塔林迅尔等专业领域子公司为辅助的集团化组

织架构，旗下有迅尔仪表、德通仪表和光大伟业三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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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销售能力

代表产品 代表型号 产品特点 图片示例

液体涡轮流量计 LWGY

高精度，一般可达±1%R、±

0.5%R ， 高 精 度 型 可 达 ±

0.2%R；重复性好，短期重复性

可达 0.05%～0.2%。

气体涡轮流量计 LWQ

具有出色的低压和高压计量性

能，多种信号输出方式以及对

流体扰动低敏感性。

气体超声波流量计 UMA

集流量、温度、压力检测功能

于一体，并能进行温度、压力、

压缩因子的自动补偿。

涡街流量计 LUGB

传感器输出为脉冲频率，其频

率与被测流体的实际流量呈线

性，零点无漂移，性能十分稳

定。

电磁流量计 LDW

引进了喷锌工艺，即使在苛刻

的环境下，仍能长效地保护电

磁流量计的管体表面，表面防

腐性能优越。

气体腰轮流量计 LLQ

精确度高，重复性好。内部转

子经精密加工和平衡检测，无

接触旋转，良好的油润滑，确

http://www.sure365.com.cn/products/turbine/Liquid_turbine.html
http://www.sure365.com.cn/products/turbine/Gas.html
http://www.sure365.com.cn/products/other/150.html
http://www.sure365.com.cn/products/vortex/Vortex.html
http://suremeters.com/product/magnetic/2018123-126.html
http://www.sure365.com.cn/products/other/Roots_typ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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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了流量计精确度不变，工作

寿命长。

旋进旋涡流量计 LUX

集流量探头、微处理器、压力、

温度传感器于一体, 采取内置

式组合,使结构更加紧凑，

超声波流量计 TUF

采用高精度和超稳定的双平衡

信号查分发射、差分接收数字

检测技术来测量顺流和逆流方

向的声波传输时间，根据时差

计算出流速。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 SH250

具有结构坚固可靠、使用温度

范围广、精度高、价格便宜，

能使用多种场合的流量测量等

特点

靶式流量计 LB

耐 高 温 、 高 压 ： 从 -80 ℃ 至

+200℃，压力可达 10MPa；

适 用 各 种 口 径 ：

φ15-φ1500mm。

食 品 卫 生型 涡 轮 流

量计
LWS

机芯部分使用特种材质，具有

良好的防腐蚀、防锈能力。整

表结构突破传统工艺，采用良

好的防腐能力。

http://www.sure365.com.cn/products/other/Type_vortex_flowmeter.html
http://suremeters.com/product/Ultrasonic/2018-1-29/144.html
http://suremeter.com.cn/product/fuziliuliangji/liuliangji-105.html
http://suremeter.com.cn/product/bashiliuliangji/liuliangji-108.html
http://suremeters.com.cn/products/turbine/Sanitary.html
http://suremeters.com.cn/products/turbine/Sanita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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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水表 LDW

特地为例如取水，管网分配、

计量收费和灌溉等单独的水应

用而设计的，它具有智能信息

和高测量性能。

电磁热量表 LDH

根据热力行业的特殊要求量身

定制而成，针对性强，性价比

高。

微小量流量计 NU.ER.T
可测微小流量；高精确度，一

般可达±1.5%R、±1.0%R。

椭圆齿轮流量计 LC

测量精度高、流量范围宽、重

复性好 ；螺旋转子转动均匀，

震动小、寿命长。

超声热流量表 RL

采 用 最 先 进 数 字 信 号 分 析 方

法，可以为测量干净以及绝大

多数混浊的液体提供无漂移测

量。

三、知识产权

1、商标

http://suremeters.com/product/water/2018122-121.html
http://suremeters.com/product/hot/2018-1-23/128.html
http://suremeters.com.cn/products/turbine/Miniature.html
http://suremeter.com.cn/product/index-106.html
http://suremeters.com.cn/products/Ultrasonic/2017/0801/1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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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名称 图片示例

迅尔仪表

迅尔仪表

2 专利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实用新型 一种超声波流量计信噪比检测报警模块 ZL 201621479743.2

实用新型 一种可用于灰尘环境的气体涡轮流量计 ZL 201621487195.8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气体涡轮流量计注油机构的单向阀 ZL 201621487206.2

发明专利 一种转换器数据移植器 ZL 201710183977.5

发明专利 分体非承压式超声波流量计探头安装座 ZL 201710183976.0

发明专利 一种气体涡轮流量计轴承定位结构及方法 ZL 201611264359.5

发明专利 一种超声波流量计信噪比检测报警模块 ZL 201611264433.3

实用新型 自带燃气泄漏检测的一体式罗茨流量计 ZL 201620821835.8

实用新型 一种流量计表体的连接件与隔爆表头的连接结构 ZL 201620821980.6

发明专利 自带燃气泄漏检测的一体式罗茨流量计 ZL 201610618958.6

发明专利 用于涡街流量计的抗干扰芯片 ZL 201520168319.5

发明专利 专用集成电路的涡轮流量转换器 ZL 201520168532.6

外观设计 电磁流量计 ZL 201430386280.5

外观设计 转换器 ZL 201430332883.7

外观设计 气体涡轮流量计 ZL 201430386349.4

发明专利 低压损一体化机芯 ZL 201420591807.2

发明专利 紧凑型高精度气体涡轮流量计 ZL 2014205918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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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新型多视角防水罗茨流量计 ZL 201320665499.9

发明专利 双向计量型涡轮流量计 ZL 201320664147.1

实用新型 隔离式线制切换型涡轮流量转换器 ZL 201320234391.4

实用新型 基于专用集成电路的涡街流量转换器 ZL 201320234370.2

实用新型 一体化偏心式轴向液体涡轮流量传感器 ZL 201220490747.6

实用新型 指数曲面前导结构的气体涡轮流量计 ZL 201220490749.5

实用新型 双线圈差分式涡轮流量转换器 ZL 201220490773.9

实用新型 基于标准喷嘴结构的涡街流量计 ZL 201220490773.9

3、软件著作权

软件名称 登记号

迅尔仪表气体流量计标定系统 2017SR527003

迅尔仪表涡街振动信号采集系统 2017SR522614

迅尔仪表流量计参数配置系统 2017SR522607

迅尔仪表 LDG 系列流量测量软件 2016SR305130

迅尔仪表智能型涡街流量转换器操作软件 2015SR184034

迅尔仪表智能型温压补偿涡轮流量转换器操作软件 2015SR178157

迅尔仪表智能型温压补偿气体腰轮流量转换器操作软件 2015SR178107

迅尔仪表称重法和标准表法结合的流量计检定系统 2013SR045521

迅尔仪表智能涡轮流量转换器操作系统 2013SR045518

迅尔仪表燃气用具燃烧特性实验系统 2013SR039386

迅尔仪表音速喷嘴流量计检定系统 2013SR03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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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信息

企业选择不公示。

五、荣誉资质

名称 图片示例

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颁发）

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等颁发）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励委

员会颁发）

第四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荣誉证书（中国创新创

业大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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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企万人”支持计划（天津市人才工作小组办

公室等颁发）

科研成果转化转让示范基地（中国仪器仪表学会

颁发）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中国仪器仪表学会颁

发）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优秀产品奖（中国仪器仪表学

会颁发）

2015 年度南开区科学技术进步奖（天津市南开

区人民政府颁发）

天津市著名商标（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

员会颁发）

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证书（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

司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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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场应用反馈

暂无。

七、新闻动态

近期动态： 恭喜迅尔仪表获得“2017 年度十大流量仪表品牌”

http://www.sure365.com.cn/about/news/2018/0306/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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