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准确无误地连接 – 和 Colder 联系

产品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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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管路系统的快速接头和配件
Colder Products Company 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快速接头供应商，自1978 年创立以来，Colder 
Products Company 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各种创新的塑料快速连接解决方案。我们的产品范围
广阔，可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和领域，同时通过我们遍布全球的销售网络，我们可以为我们全球的客
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快捷便利的服务。

Colder 创新的快速接头和连接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类设备、装置和工艺流程中，来自Colder 的
创新的连接技术使得软管能实现快速安全地连接和断开。Colder 公司可以为客户提供7500余种的
标准产品，同时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定制产品，我们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利用我们最先进的建模
技术为客户提供定制咨询服务。 Colder 公司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稳定可靠、安全无泄漏的连接解决
方案，以满足客户对液体和气体管理的苛刻需求。

生命科学领域
• 一次性使用和可重复使用的快速接头，用于医疗设备中的血压监测、外科引流、透析设备和患者理

疗等。
• 一次性使用的连接器，用于生物工艺过程中介质的进料、成品的获取和取样。

工业领域
• Colder公司丰富的快速接头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多种工业场合，应用范围包括分析仪器、印刷和油墨

管理系统、发动机系统、生物危害检测设备、电子冷却和便携式水袋系统。

化学品处理领域
• 耐化学腐蚀的快速接头和封闭式的化学品分配系统，广泛用于半导体、太阳能、液晶面板、农业、洗

车业、洗衣业和香料的生产制造。
• 各类配件、封闭式系统和快速接头用于盒袋分装系统和硬质容器，广泛应用于清洁剂、皂液、洗涤

剂和散装墨水的应用中。

智能化产品
• 以创新为驱动，IdentiQuik®智能快速接头通过非接触式的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可以自动

地实现数据交换。IdentiQuik®产品使众多行业受益其中，包括品牌保护，多路管理系统和电子数
据捕获等应用领域。

质量体系
质量是Colder 成功的关键因素。
Colder 公司通过了ISO9001:2008 和
ISO13485:2003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同
时我们的洁净室亦满足ISO Class 7 标准
的要求。

联络方式
您可以访问网站 www.colder.com
您也可以致电400-990-1978
或021-2411 2666  
或电邮至：shanghai@colder.com

内容丰富的产品目录
最新的产品目录详细说明了Colder 内容广泛的产品，
包括各类快速接头、配件和各类连接器。目录中包含
了我们全系列产品线的综合信息，以及在各个行业的
液体和气体处理系统中应用的简要描述。

欲了解进一步详情，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colder.com 或致电 400-990-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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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地选择连接器 
简介
如此多的连接选择，对您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首先确定哪种连接是最适合您的应用的。通过深入了
解您的应用需求和选择正确的连接方式，您将找到性能更优异和密封性更好的连接解决方案。 

应用的评定
深入了解您的应用需求是选择合适的连接方式的关键。通过下表的引导，可以简化您的选择过程。

您需要的流量和压差是多少？在您的计算基础上，流量 
和压差的确定将使得截断阀和管路连接能够正常工作。

管路的尺寸是多少？包含内径和外径。您用的是管路外径尺寸还是内径尺寸。
确认管路材质对所输送介质的化学兼容性。

考虑通过连接器的介质的粘度和化学腐蚀性。确认输送的介质对快速接头中
的所有接触材质都是具备化学兼容性的-包括快速接头中的O 型圈和其他密
封件。

确定连接器的最低工作温度和最高工作温度范围。通常的工作温度范围
从‐40 摄氏度至93 摄氏度（‐40 华氏度至200 华氏度），这取决于不同的
连接器材料。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您的连接器需要承受的最大压力是多少？ 
额定压力到250psi (17 bar)的快速连接器将适合大多数的低压应用。

连接形式：软管倒钩连接，卡套连接和插入式连接是常用的终端连接形式。 
连接尺寸：对于倒钩连接，您需要知道软管的内径，对于插入式连接，您只需
要知道软管的外径，而对于卡套连接，软管的内径和外径您都需要知道。

您是否需要自动的或者一体式的截断阀？截断阀可以是单边的、双边的或无
滴漏型的。

连接器如何安装在您的应用系统中？常用的安装方式包括螺纹安装、面板安装
和直线或弯头式安装。

消毒，NSF 认证，USP 六级认可材质，特殊包装，颜色编码，键控，批号追溯
等。

流量特性 

管路 

输送介质 
 

工作温度 
 

压力 

管路的连接 
 

截断选择 

安装方式 

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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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选择
流经连接器的介质的种类，能够影响到连接器的强度、外观、颜色和性能。如下是有关不同种类材料
的一些指导性意见：

热塑性材料

除一些液态金属、氢氧化钠、氟和一些氟化物，能耐受几乎所有其他的化
学品和溶剂的腐蚀。PTFE 具有优异的抗化学腐蚀性和高温稳定性。

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均衡，坚固的热塑性材料，在各类应用中都表现出高
性能,良好的机械强度和韧性，并且具有很宽的温度适用范围。

PTFE 
聚四氟乙烯

PVDF 
聚偏二氟乙烯

含氟聚合物

您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colder.com
以进一步了解材料

的兼容性

经济的、医疗级的热塑性材料，能够耐受伽玛射线和电子射线的消毒，是
医疗装置中的常用材料。ABS 属于非晶无定形材料，具有良好的物理性
能和很强的耐化学腐蚀性。

坚固、重量轻并且经济性很好的材料，广泛使用于各类化学和机械部件。
聚甲醛强度高、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刚性好、耐磨损、高韧性并且可以重
复使用。

具有非常好的耐磨性，在温度升高时仍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低气体渗
透性和良好的抗化学腐蚀性。

耐高温、具备优异的抗化学腐蚀性和耐疲劳强度的工程热塑性塑料，呈
现优异的机械性能和导电性。 

具有一定的抗化学腐蚀性、能耐受消毒。常用于医疗装置，具备良好的抗
冲击性和优异的尺寸稳定性，由于材质透明，同时具备很好的光学性能。

成本低，能耐受化学腐蚀的热塑性材料, 不透明，合理的耐温性。 

优异的通用性材料，对各种化学品包括溶剂等有很强的抗腐蚀性。通常而
言，聚丙烯对环境应力所造成的裂纹有一定的抵御能力，所以通常可以暴
露在苛刻的环境中。

具有高强度和良好抗化学腐蚀性的硬质材料，和其他热塑料材料相比，
能进行反复消毒。具备高水解稳定性，使得聚砜常用于需要高压蒸煮消毒
和蒸汽消毒的医疗行业。

作为一种先进的工程塑料，PPS 具有范围很广的抗化学腐蚀性。

ABS 
 

Acetal 
聚甲醛 

Polyamide 
聚酰胺 (尼龙)

PEEK 
(Polyetheretherketone) 

聚醚醚酮

Polycarbonate 
聚碳酸酯

Polyethylene 
聚乙烯

Polypropylene 
聚丙烯 

Polysulfone 
聚砜 

PPS 
(Polyphenylene Sulfide) 

聚苯硫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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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轻，可通过表面硬质阳极氧化处理提高使用耐久性。无毒、无磁性、
无火花产生，并且具备高强度重量比。

坚固的金属材料，外形美观，优异的耐压性和耐高温性。 
 

耐用，重量轻（密度比黄铜低 20%），能够承受高压和高温。

合金
Aluminium  
铝

Chrome-plated 
Brass  
镀铬黄铜

Die-cast Zinc  
压铸锌

Buna-N 
丁腈橡胶

EPDM 
三元乙丙橡胶 

FFKM  
全氟化橡胶 
(Chemraz®, 
Simriz®, Kalrez®)

FKM 
氟橡胶 

PFA & FEP 
Encapsulated 
Seals 
(全氟烷氧基树脂 
& 氟化乙丙烯橡
胶包裹密封)

Silicone 
硅橡胶

软管倒钩的正确
数量

许多因素综 
合在一起决
定了软管倒

钩和软管之间
的连接质量。软管倒钩的锐
度、表面光洁度和角度都会对
连接的总体
质量产生影
响。任何
这些技术
细节未能最
优化，都将会
导致不合格的连接，
而和软管倒钩的数量无关。

Colder 提供了各种软管倒钩
形式和内径从1/16"到1" 的
软管连接选择。

热塑性弹性体(TPE)为具有特殊分子结构的共聚物，这种结构使得在基
础分子链上的分子结合很坚固，同时能够使得材料具有覆模工艺的软触
感。

热塑性硫化橡胶(TPV)是一种聚丙烯热塑性材料和完全硫化的三元乙丙
橡胶的合成物。TPV 是一种对水、酸和其他基础性物质具有耐受能力的
材料。

弹性体
TPE 
热塑性弹性体 

TPV 
热塑性硫化橡胶

O 型圈的选择
O型圈的正确选择同你的应用直接关联，O型圈的正确选用能为你提供更好的抗化学腐蚀性、更好的
耐热性和低温柔韧性。如下是有关O型圈选择时的一些指导性意见：

由于对溶剂、油和水的耐受性，Buna-N 是最常用的O型圈材料，它的使
用温度范围从-40 到121摄氏度 (-40 到 250华氏度)。 

三元乙丙橡胶（EPDM，有时也被称作EPR），抗化学腐蚀材料家族中的
重要一员。CPC 使用高质量的过氧化处理的EPDM，对各类高温化学品
有着超乎寻常的耐受性。

抗化学腐蚀性范围很广的弹性材料，抗化学腐蚀性接近 PTFE，但同时保
持了密封材料所需的弹性。 
 

众所周知的耐热、耐氧化、耐风化和耐臭氧的材料。温度使用范围从-26 
到204 摄氏度（-15 到400 华氏度）。 

PFA 和FEP 包裹密封不仅保留了密封材料所需要的弹性，同时在成本大
大低于FFKM（全氟化橡胶）的情况下，使得密封材料具备氟化物优异的
抗化学腐蚀性。 
 
 

具有很好的耐温性，使用温度范围从-56 到204 摄氏度（-70 到400华
氏度），通过特殊的化合，使用温度范围可以达到79 到232 摄氏度（175 
到450 华氏度）。 硅橡胶能达到生命科学应用的6 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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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式 单侧关断 双侧关断 无滴漏

图例目录 
所有接头均按连接状态显示，但未必是按比例显示。进一步的产品终端和尺
寸结构信息，请参照详细的产品目录。

通用接头

可提供 IdentiQuik® RFID

可提供 IdentiQuik® RFID

注意: 图示并非产品实际尺寸

SMC & SMF1: 旋接式设计，是鲁尔接头的替代首选。
材料: 聚甲醛，聚丙烯，ABS，镀铬黄铜
管道内径: 1/16" 至 1/8" (1.6mm 至 3.2mm)

PLC12: 本体材料耐各种化学品腐蚀以满足各种苛刻应
用的要求，可伽玛射线消毒。
材料: 聚丙烯
管道内径: 1/4"至3/8" (6.4mm 至9.5mm) 

PLC: 提供最广泛的尺寸和外形选择，可耐受大多数有轻
微腐蚀性的化学溶液。
材料: 聚甲醛
管道内径: 1/4" 至 3/8" (6.4mm 至9.5mm)

NS212: 旋接式设计，特点是阀门无滴漏，该设计能保证
快速、安全和真正无滴漏的流体管路连接。 
材料: 填充玻璃纤维聚丙烯 
管道内径: 1/8" 至 1/4" (3.2mm 至6.4mm)

MC: 经久耐用，可耐受高温高压，方便进行单手连接和断开。
材料: 镀铬黄铜
管道内径: 1/8"至1/4" (3.2mm 至6.4mm)

PMC12: 满足特需应用领域的多种外形结构选择和耐化
学性要求，可伽玛射线消毒 。
材料: 聚丙烯
管道内径: 微孔至1/4" (微孔至6.4mm)

SnapQuik®: 用于低压场合的小型拉断式连接器，
独特的内部锁扣机构使得外形平顺流线，使用和清洁都非
常方便。
材料: 聚甲醛
管道内径: 3/32"至1/8" (2.4mm 至3.2mm)

PMC: 特点是单手接断，整体端头，比球套式设计更便于
使用。
材料: 聚甲醛
管道内径: 1/16" 至 1/4" (1.6mm 至 6.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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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接头

可提供 IdentiQuik® RFID

NS6: 耐用性好，且结构轻便，特点是采用了无滴漏阀门，
并可耐受多种化学品。
材料: 填充玻璃纤维聚丙烯
管道内径: 3/8"和1/2" (9.5mm 和12.7mm)

NS4: 无滴漏接头，彻底消除了滴漏隐患，有效地减少了
故障停机时间，提高了操作人员的安全性。
材料: 填充玻璃纤维聚丙烯, ABS
管道内径: 1/8"至3/8" (3.2mm 至9.5mm)

APC: 特点是塑料锁扣，活动部件少，平滑外形设计，易于使
用，流量特性好。
材料: 聚甲醛
管道内径: 1/4"至3/8" (6.4mm 至9.5mm)

EFC12: 高效阀门的设计可提高流量，可选穿板式安装，
有利于箱壁和罐体之间的紧密密封。
材料: 聚丙烯
管道内径: 1/4" 和 3/8" (6.4mm 和 9.5mm)

BreakAway™: 安全性好，便于流体输送，可避免昂
贵产品流失和设备免遭破坏。
材料: 聚甲醛
管道内径: 1/4" 和 3/8" (6.4mm 和 9.5mm)

LC: 经久耐用，可耐受高温高压，方便进行单手连接和断开。
材料: 镀铬黄铜
管道内径: 1/4"至3/8" (6.4mm 至9.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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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式 单侧关断 双侧关断 无滴漏

图例

注意: 图示并非产品实际尺寸

HFC12: 高效的阀门设计，流量高，滴漏量极低；带防护
指锁，便于握住，操作简单。
材料: 聚丙烯
管道内径: 3/8" 至3/4" (9.5mm至19.0mm)

图示为HFC57

HFC35 & 57: 可耐受恶劣的环境条件，防或不防紫
外线材料可选，在不影响性能的前提下可抵御有害射线。
材料: 聚砜 (白), 防紫外线聚砜 (黑)
管道内径: 3/8" 至3/4" (9.5mm至19.0mm)

FFC35: 特点是无阀门，畅通无阻的流路设计，增大了流
量并最大程度降低了涡流。
材料: 聚砜
管道内径: 3/4" (19.0mm)

通用接头

NSH: 压力平衡的无滴漏设计，流体通路上100%无金 
 属、无弹簧。
 材料: 填充玻璃纤维聚丙烯
 管道内径: 3/8" 至3/4" (9.5mm至19.0mm)

IdentiQuik® 系列智能化接头

iNS4: 集成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的无滴漏接头，彻
底消除了滴漏隐患，有效地减少了故障停机时间,提高了操作
人员的安全性。
材料: 聚丙烯带EPDM密封圈 
管道内径: 1/8"至3/8" (3.2mm至9.5mm)

iUDC: 集成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可实现同箱袋
分装系统的封闭式连接，带38mm 螺纹和嵌入式连接。
材料: 聚丙烯和聚甲醛带EPDM 密封圈  
管道内径: 1/4" 至3/4" (6.4mm至19.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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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产品

Sixtube™: 嵌入式面板安装设计，接断灵活、方便；在
有阀门或无阀门的情况下均可实现6条分离管线的接断。
材料: 聚甲醛, 聚丙烯
管道内径: 1/16"至1/8" (1.6mm 至3.2mm)

Twin Tube™: 一种易于使用的快速断开接头，可用于
2条分离的无阀管线的断开。
材料: 聚甲醛, ABS
管道内径: 1/16"至1/8" (1.6mm 至3.2mm)

Multi-Mount: 一次性快速连接3到5条管线；采用按
键控制仪防止错位连接。
材料: 聚甲醛, 镀铬黄铜
管道内径: 1/8"至3/8" (3.2mm 至9.5mm)

Tentube™: 仅用一个滑动式锁扣即可实现连接和断开
多达10条管线,有方位键。 
材料: 尼龙，聚甲醛，聚丙烯
管道内径: 1/16"至1/8" (1.6mm 至3.2mm)

Hybrid 和Mini Hybrid 接头: 消除了多重连
接的隐患，简化了远程控制和装置间的用户界面。
材料: 填充玻璃纤维聚丙烯

IdentiQuik® 系列智能化接头

iPMUDC: 集成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UDC 系
列的面板安装形式，流量大小和UDC 系列一致。
材料: 聚丙烯带EPDM 密封圈
管道内径: 1/4"至1/2” (6.4mm至12.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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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 医疗和生物工艺

直通式 单侧关断 双侧关断 无滴漏

图例

注意: 图示并非产品实际尺寸

SMC: 旋接式设计，在洁净室内生产和包装。
材料: 医疗级聚碳酸酯
管道内径: 1/16"至1/8" (1.6mm 至3.2mm)

SRC: 独特的小口径连接器，消除了与鲁尔配件错误连
接的可能。
材料: 医疗级聚丙烯 
管道内径: 1/8"至3/16" (3.2mm 至4.8mm)

AseptiQuik® DC: 一体化设计，一次性使用技术保
证了无菌连接和无菌断开。 
材料: 医疗级聚碳酸酯，USP 6 级，ADCF(无任何动物源成分)
端接尺寸: 1/4", 3/8"和1/2"软管倒钩 (6.4mm, 9.5mm, 
12.7mm)

HFC39: 特点是采用自动切断阀实现无菌断开功能，防
止断开时外部生物体进入流体通道。
材料: 医疗级聚砜，USP 6 级，ADCF (无任何动物源成分)
端接尺寸: 1/4", 3/8"和1/2"软管倒钩 (6.4mm, 9.5mm, 
12.7mm)

AseptiQuik®: 即使在有菌的环境中，也能实现快速、方
便的无菌连接。
材料: 医疗级聚碳酸酯，USP 6 级，ADCF(无任何动物源成分)
端接尺寸: 3/8" 和1/2"软管倒钩 (9.5mm 和12.7mm) 以及 
3/4" 卫生级连接

Steam-Thru® 连接: 通过SIP（在线消毒）可对生
物制药流程设备和一次性无菌袋以及连接管组件进行快速、
方便的无菌连接。 
材料: 医疗级聚砜，USP 6 级，ADCF(无任何动物源成分)
端接尺寸: 3/8"和1/2"软管倒钩 (9.5mm 和12.7mm) 以及
3/4"卫生级连接

AseptiQuik® S: 两端对称式设计为小流量的应用提
供了快速、方便的无菌连接。
材料: 医疗级聚碳酸酯，USP 6 级，ADCF(无任何动物源成分)
端接尺寸: 1/8" 和1/4"软管倒钩 (3.2mm 和6.4mm),以及
3/4"卫生级连接和MPC 插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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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 – 医疗和生物工艺

MPC: 便于使用，可为要求苛刻的液体应用提供安全可靠
的连接；包括高压密封帽、封塞和可选锁套。
材料: 医疗级ABS，医疗级聚碳酸酯和聚砜，USP 6 
级，ADCF（无任何动物源成分）
管道内径: 1/8"至 3/8" (3.2mm 至9.5mm)

MPX: 流量大、便于使用，可为要求苛刻的液体应用提供
安全可靠的连接；包括高压密封帽、封塞和可选锁套。
材料: 医疗级聚碳酸酯和聚砜，USP 6 级，ADCF（无任何
动物源成分）
管道内径: 3/8"至 1/2" (9.5mm 至12.7mm)

背靠背母座适配器: 特点是使得用户在连接现成
的、一次性使用的系统时,在管道的终端可以实现两个公头插入
式连接。
材料: 医疗级聚碳酸酯和聚砜，USP 6 级，ADCF（无任何动
物源成分）

Sanitary 系列: 直接同3/4", 1"和1-1/2"的卫生级接口
连接，为将部件整合进一次性使用系统或混合式流程系统提供
了更大的灵活性。
材料: 医疗级聚砜，USP 6 级，ADCF（无任何动物源成分）
端接尺寸: 3/4", 1"和1-1/2"卫生级连接

MPU: 大流量旋接式设计，特点是使用方便的锁紧装置来防
止意外断开。
材料: 医疗级聚砜，USP 6 级，ADCF（无任何动物源成分）
管道内径: 3/4" (19.0mm)

SaniQuik™:  一体式卫生级接口，通过卡箍式连接，可与
硬质管路系统直接相连；可以快速、方便地和一次性使用袋装
系统、集合系统和管套相连。
材料: 316L, 不锈钢
端接尺寸:  3/4"和1-1/2"卫生级连接

AseptiQuik® STC: 使得AseptiQuik 无菌连 
 接可以通过SIP（在线消毒）同不锈钢设备一起 
 进行蒸汽消毒。  
 材料: 医疗级聚碳酸酯和聚砜，USP 6 级，  
 ADCF（无任何动物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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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装接头

高纯接头

DrumQuik® Pro & DrumQuik PUR: 封闭
式化学品输送系统，带一个可多次使用的分配头和一个可再循
环利用的插底管装置，便于从桶、罐和中型散装容器（IBC）中
抽取化学品。
材料: 食品级，纯聚丙烯和聚乙烯
螺纹规格 ： 
桶螺纹：2" 美制粗螺纹, BCS 56X4 和2"NPS（G8）
分配头：1/2"NPT, 3/4"软管倒钩和3/4"BSPP

ChemQuik CQGO6: 无弹簧、流路无金属设计，
高流量、无滴漏、高纯连接 。
材料: 天然纯聚丙烯
管道尺寸 : 3/8" 至3/4" 扩口; 3/8" 至3/4" NPT

ChemQuik 双重防泄漏系统: 扩口螺母和
穿板安装设计，用于危险化学品管线的双重防泄漏接头。
材料: 天然纯聚丙烯

DrumQuik 转接头及配件: Colder 公司可
提供多种附件，用来与DrumQuik® PRO 和DrumQuik 
PUR 系统一起使用。这些转接头和附件包括排气单向阀、底
阀、管件和其他配件等。

ChemQuik® CQH06/CQV06:  
全塑料设计，应用于超纯流体，抗化学性强。
材料: 天然纯聚丙烯和PVDF
管道尺寸 : 1/4" 至1/2" 扩口; 3/8" 至3/4" NPT

图示为 CQV06

直通式 单侧关断 双侧关断 无滴漏

图例

注意: 图示并非产品实际尺寸

guangxu
附注
原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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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配件

分装接头

更多产品及信息

UDC: 用38mm 螺纹和嵌入式瓶颈为盒装袋分装系统提
供封闭连接。
材料: 聚丙烯和聚甲醛
管道内径: 3/8" 至3/4" (9.5mm至19.0mm)

瓶子适配器套件: 用于 SP400-38mm 螺纹的试
剂瓶 。
材料: 天然纯聚丙烯
螺纹规格：SP400-38mm

DrumQuik 亚洲桶适配器，桶塞和桶盖

量身定制能力: Colder 公司直接与客户的工程设
计团队合作，以解决最困难的液体和空气管理问题。

FitQuik® 接头: 保证管路无泄漏连接的高质量接
头。这种精密成型的接头设计消除了医疗设备、分析仪器或
气动设备中的管道泄漏点。

DrumQuik® 3端口 UDA: 把3/4"NPT 外螺纹接
头连接到具有标准桶塞的插底管系统的密闭分装系统。
材料: 食品级，纯聚丙烯 
螺纹规格：UDA 3 端口：3/4"NPT 外螺纹；UDA：无

附件: 提供各种辅配件，从管配件到鲁尔接头，以及PTF 
螺母和防尘帽。

可提供 IdentiQuik® RFID

穿刺密封: 为Hedwin Cubitainer®盒袋容器系统以
及带有SP400 38mm 螺纹柔性袋和瓶提供了封闭连接。
材料: 聚丙烯 (接头)和聚乙烯（瓶帽） 
管道内径: 1/4"和3/8" (6.4mm 和 9.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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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接头设计
Colder 和客户合作的成果结晶。同时，Colder 通过平衡大量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开发多种多样的设计方
案来不断改善产品的性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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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接头  
同时连接流体通路和电路

IdentiQuik® 智能接头（带RFID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识别误接，自动识别流体特征，捕获连接使用数据，从而来保护你的品牌- 无尽的可能性 

金属无滴漏接头 
外壳坚固，带大流量塑料阀

定制材料 
各种不同的材料可选能满足客户不同应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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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接头 
一个轻松的连接动作即可实现多路管线的连接

定制管路连接件 
连接多种形式和各种尺寸的管路

安装选项   
根据应用选择特定连接，包括螺纹连接，瓶盖连接，嵌入式连接及更多选择

别忘记：您随时可以登录 
 www.colder.com 
以获取更多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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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设计产品只为特

定客户独家生产，这

些有专属权的产品未

经授权其他客户是

无法获得的。如您需

要特殊应用的接头，

请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或经销商。



工程设计方案流程
来自Colder的连接解决方案通过让您的液体和空气管线的连接变得易于使用和稳定可靠，提升了您产品的价
值，同时提高了您产品的模块化和维护的便利性，为您提供更洁净、更快速、更安全和更智能化的连接解决方案。如果您未能从我
们数以千计的标准产品中找到最佳解决方案，或者您想摆脱您项目中连接器部分的工作，从而使您更专注于你们的核心技术，那么
Colder 的工程设计方案能帮到您。

1 2 3

4

遇到如下情形时请优先
考虑定制设计连接器:  

 优秀的快速连接器将增加您产品的
附加价值，使得您的产品使用方便，
更加稳定可靠

 Colder 的现有标准产品不能满足您
特定的应用要求 

 同 Colder 的工程解决方案团队的
合作，将保障您独一无二的要求,预
算和时间都得到满足

Colder 专利声明: Colder 公司以其所开发的创新型快速断开连接器解决方案为荣，其中很多产品已经获得美国和国际专利，Colder 公司
在快速接头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并积极保护其专有信息和知识产权。在实际需要及使客户受益的情形下，Colder 公司会对其专有技术授予
使用许可，请联系Colder 公司以讨论您的独特需求。
CPC 质量保证声明：从Colder 公司向最初客户销售的12 个月内（无论该产品其后是否被转售），Colder 公司保证避免产品在工艺过程
和材料方面出现瑕疵。如果误用产品，变动、篡改以及未按照Colder 公司书面建议、规格和指导来安装，Colder 公司对于此类不当使用
造成的损失不负责任。Colder 公司不保证其产品对任何特定应用的适宜性。确定产品的适宜性是客户自己的责任。对于特殊的、间接的、
后果性的或者其他损失，包括但不仅限于因单独或与其他产品一起使用或未能使用造成的损失、损害、个人伤害或者其他直接或者间接费
用，Colder 公司不予以负责。所有其他明示或暗示的质量保证，不论为口头、书面或者其他形式，包括但不仅限于针对特定目的的适销性或
者适宜性的质量保证，在此明确表示予以排除。
本保证下的专有补偿是有限的，根据Colder 公司的选择，可更换有瑕疵的产品或按原销售价格赊账。如果Colder 公司并未书面授权，所
有疑似有瑕疵的Colder 产品必须先行支付运费，通过快递连同产品、产品使用和性能的信息说明送返Colder 公司。
Colder 注册商标声明：AseptiQuik®, BottleQuik®, BreakAway®, ChemQuik®, DrumQuik®, FitQuik®, IdentiQuik®, Nu-Seal®, 
SaniQuikTM, SnapQuik®, Steam-Thru®, SixtubeTM, Softube®, TentubeTM和 Twin TubeTM 均为已于美国专利商标局注册的商标。 
所有其他注册商标及服务商标均是其各自持有人的产权。 
 

警告：由于种类繁多的流体介质和作业环境，产品使用也许会造成超出Colder 公司控制范围的意外结果。用户有责任仔细
测试产品对其应用的适宜性，所有此类风险均由买家承担。
 CAT2035 03/13 7500 Printed in China. 

联络您当地的Colder 
销售人员或当地经销商

您可以从我们的网站 
www.colder.com/Contact  

找到相关联络信息

提交您的应用要求

您项目对于特定性能的大致要 
求，生产制造要求，价格要求， 

时间要求等

应用要求的复核

工程解决方案团队将复核您项目 
的要求并迅速决定如何提供最 

佳方案给您

合作开发
在整个开发的过程中，Colder将委
派富有经验的工程师同您保持密 
切合作。我们的工程师将直接同你
们的工程师密切合作，从而使得整
个项目开发被细化、定案、报价并 
进入到生产环节。

西安嘉岳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Garye Automation Company

地址：西安未央区未央大道138-1号中登大厦A座十二层

电话： 029 - 8647 4991 传真：029 - 8647 3942

邮编：710016  手机：182 9256 1696 

E-mail：sales@garye.cn 

Web：http://www.garye.cn 

美国CPC (Colder Products Company) 

快速接头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