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流体处理产品带您走得更远更快

CPC (Colder Products Company) 公司自 1978 年开始设计和制造快速插拔接头、
普通接头和连接器。我们的产品种类齐全，被广泛用于生命科学、特种工业和

化学品处理市场中成千上万的应用中。CPC 公司的创新型接头和连接技术被广

泛用于各种产品、机械、装置和工艺中，使柔性管能够快速、安全地连接和断

开。CPC 公司的快速插拔接头和普通接头设计坚固，方便使用，为流体和空气管
理提供可靠、安全、无泄漏连接。CPC 公司开发的创新型高品质产品，使流体输

送安全、便捷，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何处购买

访问 cpcworldwide.com 查找当地经销商或拨打 国内免费服务专线 400 990 1978
。您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至 shanghai@cpcworldwide.com。

品质

CPC 不单满足甚或超越客户的期望。从供应商到分销网络，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是我们的员工。CPC 衡量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支持服务、

客户满意度和员工满意度标准。CPC 的质量体系符合 ISO 9001：2008 和

ISO 13485 标准。我们的洁净室获得了 ISO 7 级认证。

内容丰富的目录

这本共有164页的产品目录详细介绍了我们的快速插拔接头、普通接头和连接
器。该目录包含完整的信息，介绍了CPC全线产品在每一个流体或空气处理的
应用。

如欲索取目录，请登入我们的网页

cpcworldwide.com/catalog 或拨打
400 990 1978 与我们的客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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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何选择正确的连接器
引言

在线访问我们，了解互动网络工具

有了这么多的连接选择，决定哪款连接器最适合某个应用就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通

cpcworldwide.com

cpcworldwide.com/Bio

cpcworldwide.com/DrumQuik

cpcworldwide.com/FitQuik

过了解应用要求和选择正确的连接类型，您会获得更好的性能和密封效果。

评估应用

了解应用是选择正确连接类型的关键。使用以下指南简化选择过程。

流量

您需要的流量和压降是多少？计算时，确保将截止阀和管道连

管道

您使用的是什么尺寸的管道（包括内径和外径）？

介质
温度
压力
管道连接

全球分销

访问 cpcworldwide.com/ContactUs查

找当地经销商或拨打国内免费服务专
线 400 990 1978。

密封选项
安装选项
特殊要求

接的影响考虑在内。

需要考虑流经连接的流体的粘度和腐蚀性。确保介质与连接器
上所有的材料（包括密封件、O 型圈和弹簧）化学相容。复核
介质的相容性。

了解最低和最高温度范围。标准温度范围为 -40° 至 93°C，
具体取决于连接器的材料。

在操作过程中，连接需要承受的最大压力是多少？额定值为
250 psi（17 bar）的快速接头适合大多数低压应用。

类型：软管倒钩、快拧式和推入式是最常见的端头连接方式。
尺寸：您需要知道软管倒钩的内径、推入式管件的外径，
以及快拧式的内径和外径。

需要自动或一体式截止阀吗？关断方式为单侧关断、双侧
关断和无溢漏。

如何将连接配置到应用中？常见的安装方式包括管螺纹、
穿板式、管对管或弯头。

灭菌、符合 NSF 准则、USP 六级认证材料、专用包装、
色码、键控、批次可追溯性等。

网站还提供
•
•
•
•
•

零件搜索器
化学相容性
咨询工程师
CAD 模型

观看产品视频

品质

品质是 CPC 公司获得成功的关键要

素。我们通过了 ISO 9001：2008 和

ISO 13485：2003 认证，我们的洁净
室获得了 ISO 7 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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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
经销商

cpcworldwide.com
快速插拔接头
和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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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选择

材料选择

流经连接器的介质类型可能影响其强度、表面外观、颜色和性能。以下是一些
针对不同类型材料的指南。

热塑性塑料

ABS
聚甲醛
聚酰胺（尼龙）
PEEK（聚醚醚酮）
聚碳酸酯
聚乙烯
聚丙烯
聚砜
PPS（聚乙烯硫醚）

经济的医用级热塑性塑料，可以耐受伽玛射线和电子束灭菌。
这种材料被广泛用于医疗器械。ABS 是一种具有良好物理性
能和耐化学腐蚀性的非晶态材料。

合金

铝

轻质金属，经过经过硬质阳极处理，提高耐用性。铝无毒、

镀铬黄铜

镀铬黄铜是一种坚固美观的金属材料，具有非常好的耐压

压铸锌
不锈钢

无磁性、无火花、以重量轻但强度高而著称。
耐温能力。

耐用性好，重量轻（比黄铜轻大约 20%），可耐受高温和
高压。

具有优异的防锈性能，常用于阀门弹簧等连接器部件。

聚甲醛强度好、重量轻、经济实惠，被广泛用于化学和机械
部件。聚甲醛可以在广泛的温度范围内提供较高的强度和
刚度，磨损小、韧性高， 能够耐受重复使用。

耐磨损，防磨能力强，即使在高温时也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
气体渗透性低，良好的耐化学性能。

极其耐高温，热塑性强，具有良好抗化学腐蚀性和耐用。
抗某些化学品，可承受杀菌处理，并且通常是透明的。
常用于医疗器械，抗冲击性能强，尺寸稳定性好，具有
良好的光学性能。

成本低、耐化学性能好的热塑产品。不透明，可以承受
相当高的温度。

极好的通用型树脂，在恶劣环境下对溶剂和化学制剂具有较强
的抗力。一般情况下，聚丙烯耐环境应力开裂，可用于具有
挑战性的环境。

刚性材料，强度高，耐化学性能好，可耐受反复消毒，比其他
热塑性材料更耐高温。水解稳定性高，可用于需要高温蒸煮
消毒的医疗应用。

作为一种先进的工程塑料，能够耐受种类最广泛的化学品。

O 型圈选择

选择正确的 O 型圈与应用直接相关。一种 O 型圈具有更好的耐化学性，另一种

具有更好的耐热性，第三种具有冷挠曲性。以下是一些针对不同类型 O 型圈的指
南。

丁腈橡胶
(BUNA-N)

三元乙丙橡胶
(EPDM)
FFKM (CHEMRAZ®,
SIMRIZ ® ,
KALREZ ®)

丁腈橡胶具有极好的耐溶剂、防油、防水能力，是 O 型圈
最常采用的材料。其温度范围为 -40° 至 121° C。

三元乙丙橡胶（EPDM，有时也叫作 EPR）是抗化学系列

化合物。CPC 公司采用高质量的过氧化 EPDM 提供广泛系列
化学品的耐高温性能。

耐受化学品范围最广的弹性材料，既有弹性橡胶的弹性和
密封力，又有接近聚四氟乙烯的耐化学性。

氟橡胶 (FKM)

以出色的耐高温、抗氧化、风化及耐臭氧能力而著称。温度

PFA 和 FEP 封装
密封

封装密封综合了弹性橡胶体的弹性和含氟聚合物的高耐化学

硅胶

正确的
倒钩数量

范围是 -26° 至 204° C。

许多因素一起决定了
软管倒钩与所连接的

性能，以达到比纯含氟聚合物 FFKM 密封成本更低的密封

管道之间的连接质

效果。

量。倒钩的尖锐度、

硅胶密封件具有良好的耐高温性。温度范围为 -57°C 至

204°C，特殊化合物可达到 232°C。可提供达到生命科学应用
六级要求的硅胶。

表面光洁度和倒钩角
度都对连接的整体质
量有影响。无论使用
的软管倒钩数量如
何，不能优化这些

含氟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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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四氟乙烯
(PTFE)

耐所有的化学品和溶剂，某些熔融金属、熔融氢氧化钠、元素

聚偏二氟乙烯
(PVDF)

具有坚韧的工程热塑性，平衡的物理和化学特性使其在广泛的

氟以及某些氟化剂除外。聚四氟乙烯耐化学性能好，在高温下
具有很好的稳定性。

应用范围内具有较高的性能。机械强度和韧性好，具有良好的
延展性，温度范围广而有益。

技术方面将导致连接

弹性体

不良。

热塑性弹性体
(TPE)

热塑性弹性橡胶 (TPE) 是一种添加剂和共聚物按照特殊配比

热塑性硫化橡胶
(TPV)

热塑性硫化橡胶 (TPV) 是聚丙烯热塑和完全硫化 EPDM 橡胶

CPC 公司提供各种软

形成的混合物，对基材有极强的粘合力，同时提供传统的过模
柔软的特性。

管倒钩样式和连接选
项，适用于 1/16" 到
1" 内径的管道。

的合成品。热塑性硫化橡胶具有典型的抗水、耐酸、碱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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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能力

CPC 公司的连接器解决
方案让流体和空气连接更方便使

用，更可靠，提高产品的模块化和可

多管接头

混合型接头

用一个方便的接头来连接多个管线。

可通过一个连接点同时连接流体和电子器件。

维护性，提供更清洁，更快速，更安
全，更智能的连接方式，使您的产品
增值。如果您无法从我们数以千计的

定制管道连接

标准产品中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或
者您希望摆脱项目的连接器部分，以
便专注于核心技术，CPC Engineered
Solutions 可以提供帮助。

定制设计的产品是
专为特定客户生产的。
这种专有产品不能用于
销售。欲了解详细信息，
请联系当地经销商。

连接多种型号和规格的管道。

具备 RFID（射频识别）功能的智能流体连接

重新定义了控制、保护和简化流体输送工艺的可能性。识别错误连接，控制使用情况，
保护您的品牌。

安装选项

针对特定连接的应用包括螺纹连接、帽连接、卡扣式连接等等。

无溢漏金属接头

坚固的壳体，高流量塑料阀

定制材料

可提供广泛的材料，以满足应用需要。

如有以下情况，请考虑定制设计的接头：
快速断开将增加产品价值，使其更方便使用，更可靠
现有的标准 CPC 产品不符合您的规格

独特的要求、预算或时间可保证您的设计师与 CPC 的工程解决方案团队合作

多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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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碳酸酯
弯管接头

无溢漏金属接头，
无指锁按钮

带排气口的瓶帽

工业设计

二通阀

双管线接头

空气/流体/电子
管套件

RFID 称量台
接头

RFID 面板

管线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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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直通式

通用接头

说明

图例

单侧关断

双侧关断

无溢漏

通用接头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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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产品图片可能未按比例显示

SMC & SMF1：旋接式设计，能够可靠而安全地替代鲁尔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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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提供

APC：具有塑料指锁按钮，活动部件少，光滑轮廓设计，易于

SNAPQUIK ®：体积小的断开接头，适用于低压应用。独特的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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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机构形成了一个平滑的流线型外观，易于使用和清洁。
材料：聚甲醛
管道内径：3/32" 至 1/8"（2.4mm 至 3.2mm）

NS1：最小的塑料无溢漏接头，可实现安全连接和无滴漏断开。

拉断式®：安全性好，便于流体输送，可保护昂贵的产品

PMC：特点是单手接断，一体式端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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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C12：高效的阀门设计可提供较高的流量；隔板穿板式安

和设备免于损失和损坏。
材料：聚甲醛
管道内径：1/4" 和 3/8"（6.4mm 和 9.5mm）

材料：玻璃纤维填充聚丙烯、PEEK®、聚丙烯
管道：微孔至 1/8"（微孔至 3.2mm）

PMC12：满足要求苛刻的应用领域的多种配置选择和耐化学性

装选项有利于箱壁和圆桶（塑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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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经久耐用，可耐受高温高压；方便进行单手连接和断开。

NS4：无溢漏接头，彻底消除了溢漏隐患，有效地缩短了停

要求；可伽玛射线灭菌。
材料：聚丙烯
管道内径：微孔至 1/4"（微孔至 6.4mm）

机时间，提高了操作人员的安全性。
材料：玻璃纤维填充聚丙烯、ABS
管道内径：1/8" 至 3/8"（3.2mm 至 9.5mm）

材料：镀铬黄铜
管道内径：1/8" 至 1/4"（3.2mm 至 6.4mm）

NS212：旋接式设计，特点是阀门无溢漏，该设计方法可保证
快速、安全并实现真正无泄漏的流体管线连接。
材料：填充璃玻纤维聚丙烯
管道内径：1/8" 至 1/4"（3.2mm 至 6.4mm）

PLC：提供最广泛的尺寸和配置选择；可耐最温和的化学溶液。
材料：聚甲醛
管道内径：1/4" 至 3/8"（6.4mm 至 9.5mm）

可提供

LQ4：液体冷却无溢漏接头确保安全、可靠的连接和无滴漏
断开。
材料：镀铬黄铜
管道内径：1/4" 至 3/8"（6.4mm 至 9.5mm）

NS6：耐用性好，且结构轻便，特点为采用无溢漏阀门，并
PLC12：结构材料对苛刻的应用条件具有极高的化学品耐受性；
伽玛射线灭菌。
材料：聚丙烯
管道内径：1/4" 至 3/8"（6.4mm 至 9.5mm）

可与多种化学品相容。
材料：填充璃玻纤维聚丙烯
管道内径：3/8" 和 1/2"（9.5mm 和 12.7mm）

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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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直通式

通用接头

说明

图例

单侧关断

双侧关断

无溢漏

特殊产品（续）

说明

SIXTUBE™：扣板式安装设计，接断灵活、方便；在有阀门

或无阀门的情况下，均可连接和断开六条单独的管线。
材料：聚甲醛、聚丙烯
管道内径：1/16" 至 1/8"（1.6mm 至 3.2mm）

注意：产品图片可能未按比例显示

LQ6：液体冷却无溢漏接头确保安全、可靠的连接和无滴漏断开。
材料：镀铬黄铜
管道内径：3/8" 至 1/2" ID（9.5mm 至 12.7mm ID）

TWIN TUBE™：一个使用方便的快断接头，可用于两条单独
的无阀门流道。
材料：聚甲醛、ABS
管道内径：1/16" 至 1/8"（1.6mm 至 3.2mm）

NSH：压力平衡的无溢漏设计，100% 无金属，无弹簧流道。
材料：填充璃玻纤维聚丙烯
管道内径：3/8" 至 3/4"（9.5mm 至 19.0mm）

MULTI-MOUNT：每次可连接三至五条管线，采用按键控制
以防止连接错位。
材料：聚甲醛、镀铬黄铜
管道内径：1/8" 至 3/8"（3.2mm 至 9.5mm）

HFC12：高效的阀门设计，流量高，泄漏量极低，有罩指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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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Q45GL：集成到瓶帽中的快断接头或管件，专为 45GL 药瓶
设计。
材料：聚乙烯

HFC35 & 57：可耐受恶劣的环境条件，含（或不含）防紫外线
材料，在不影响其性能的基础上可抵御有害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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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型接头：一种集成接头，包括带有无溢漏接头的 2 条
流体管线以及 4 条电气线路，简化了用户接口。
材料：填充璃玻纤维聚丙烯

FFC35：特点是无阀门，无阻塞的通畅流道，增加了流量，尽量
图片：HFC57

特殊产品

降低涡流。
材料：聚砜
管道内径：3/4" (19.0mm)

管线和 2 条电气线路，配有一个拉断机构，以方便使用。
材料：填充璃玻纤维聚丙烯

说明

十管道™：仅用一个滑锁即可连接和断开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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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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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混合型接头：一种紧凑型单连接点，包括 1 条流体

智能流体连接

说明

智能流体连接：具备 RFID（射频识别）功能的接头重新定

义了控制、保护和简化流体输送工艺的可能性。
材料：聚甲醛、聚丙烯、玻璃纤维填充聚丙烯

智能流体处理产品带您走得更远更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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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式
说明

图例

单侧关断

双侧关断

无溢漏

注意：产品图片可能未按比例显示

SMC：旋接式设计，在洁净室内生产和包装。
材料：医用级聚碳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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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可能。
材料：医用级聚丙烯
管道内径：1/8" 至 3/16"（3.2mm 至 4.8mm）

MPC：便于使用，可为要求苛刻的流体应用提供可靠连接；包括高压
密封帽、密封塞及带锁扣密封塞。
材料：医用级 ABS、医用级聚碳酸酯、聚砜（USP 六级，ADCF）
管道内径：1/8" 至 3/8"（3.2mm 至 9.5mm）

转接头允许最终用户连接管道末端具有相同接头的一次性系统。
材料：医用级聚碳酸酯、聚砜，USP 六级，ADCF

MPX：流量大、便于使用，可为要求苛刻的流体应用提供可靠连接；
包括高压密封帽、密封塞及带锁扣密封塞。
材料：医用级聚碳酸酯、聚砜，USP 六级，ADCF
管道内径：3/8" 至 1/2"（9.5mm 至 12.7mm）

SANITARY 系列：可直接与 3/4"、1"、1-1/2" 的卫生端口进行

cpcworldwide.com • 400-990-1978

说明

HFC39：特点是采用自动截止阀实现无菌断开功能，防止断
开时外部生物进入介质流体通道。
材料：医用级聚砜，USP 六级，ADCF
端头尺寸：1/4"、3/8" 以及 1/2" HB
(6.4mm, 9.5mm, 12.7mm)

ASEPTIQUIK ® S：不分公母设计，可实现快速、方便的无菌
连接，适用于小流量应用。
材料：医用级聚碳酸酯，USP 六级，ADCF
端头尺寸：1/8"、1/4" 以及 3/8" 软管倒钩型（3.2mm、6.4mm 以及
9.5mm）、3/4" 卫生型和 MPC 插嘴

ASEPTIQUIK ® G：坚固的不分公母接头，可实现快速、方
便的无菌连接，简化系统集成。
材料：医用级聚碳酸酯，USP 六级，ADCF
端头尺寸：1/4"、3/8"、1/2"、3/4" ID 软管倒钩
(6.4mm、9.5mm、12.7mm、19.0mm) 以及 3/4" 卫生接口

ASEPTIQUIK ® C：在有菌环境中也可实现快速、方便的无

菌连接。
材料：医用级聚碳酸酯，USP 六级，ADCF
端头尺寸：3/8" 和 1/2" HB（9.5mm 和 12.7mm）以及 3/4" 卫生接口

ASEPTIQUIK ® DC：一体化、一次性连接技术，可实现无
菌连接和无菌断开。
材料：医用级聚碳酸酯，USP 六级，ADCF
端头尺寸：1/4"、3/8" 以及 1/2" HB
(6.4mm, 9.5mm, 12.7mm)

ASEPTIQUIK ® X：坚固的大规格设计，可实现快速无菌输

连接，灵活性更大，可将部件集成到一次性系统或混合型工艺系统中。
材料：医用级聚砜，USP 六级，ADCF
末端尺寸：3/4"、1" 以及 1-1/2" 卫生接口

送，用于高流量一次性应用。
材料：医用级聚碳酸酯，USP 六级，ADCF
端头尺寸：3/4" 和 1" ID 软管倒刺（19.0mm 和 25.4mm）以及
1-1/2" 卫生接口

SANIQUIK™：整体式卫生端头，与硬质不锈钢管道系统通过卡箍
连接；可快速、方便地连接到一次性袋系统、多歧管或成套管路。
材料：316L 不锈钢
端头尺寸：3/4" 以及 1-1/2" 卫生接口

STEAM-THRU ® 接头：SIP 灭菌条件下生物制药工艺设备

和一次性无菌袋以及连接管组件快速、方便的无菌连接。
材料：医用级聚砜，USP 六级，ADCF
端头尺寸：3/8" 和 1/2" HB（9.5mm 和 12.7mm）以及 3/4" 卫生接
口

MPU：大流量旋接式设计，具有使用方便的锁紧装置，防止意外断开。

ASEPTIQUIK ® STC：不锈钢设备通过公母或不分公母的

材料：医用级聚砜，USP 六级，ADCF
管道内径：3/4" (19.0mm)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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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ptiQuik 无菌连接器实现 SIP 蒸汽灭菌。
材料：医用级聚碳酸酯、聚砜，USP 六级，AD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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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高纯接头

直通式
说明

单侧
关断

图例

双侧
关断

无溢漏

分装接头（续）

说明

DRUMQUIK ® 3 端口 UDA：与 3/4" NPT 外螺纹接头连接

一起使用，将插底管转接为密闭分装系统的标准桶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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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产品图片可能未按比例显示

CHEMQUIK ® CQH06/CQV06：全塑料设计，应用于超纯

瓶子转接头套件：用于 SP400-38mm 螺纹的试剂瓶。

流体，抗化学能力强。
材料：天然纯聚丙烯和聚偏二氟乙烯
管道尺寸：1/4" 至 1/2" 扩口；3/8" 至 3/4" NPT

材料：天然纯聚丙烯
螺纹规格：SP400-38mm

DRUMQUIK 亚洲桶转接头、
封塞、帽
UDC：用 38mm 螺纹和扣入式颈提供盒装袋包装的密封连接。

材料：聚丙烯和聚甲醛
管道内径：3/8" 至 3/4"（9.5mm 至 19.0mm）

图片：CQV06

CHEMQUIK CQGO6：无弹簧、无金属流道，高流量、无溢漏、
高纯度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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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头，
用于危险化学品管线的双重防泄漏设计。
材料：天然纯聚丙烯

分装接头

可提供

穿刺密封：为 Hedwin Cubitainer ® 盒装袋容器系统以及带
SP400 38mm 螺纹的软袋和瓶提供密封连接。
材料：聚丙烯（接头）和聚乙烯（帽）
管道内径：1/4" 和 3/8"（6.4mm 和 9.5mm）

接头、鲁尔接头和血压计用连接器

说明

FITQUIK ® 接头：管道无溢漏连接的高品质接头。这种
精密成型的接头设计消除了医疗器械、分析仪器或气动设
备中的管道漏点。

说明

DRUMQUIK ® PRO & DRUMQUIK PUR：封闭式化学品

输送系统，带一个可重复使用的分配头和一个可循环再利用的插底管
装置，便于从圆桶（塑料）和中型散装容器中抽取化学品。
材料：食品级，纯聚丙烯和聚乙烯
螺纹规格：
桶塞：2" 美制螺纹，BCS 56x4 和 2" NPS (G8)，70mm 用于 BCS 70x5 和
BCS70x6
分配头：1/2" NPT，3/4" 软管倒钩和 3/4" BSPP

DRUMQUIK 转接头及配件：CPC 公司可提供多种附件，

用来与 DrumQuik®PRO 和 DrumQuik PUR 系统一起使用。这种转接头和
配件包括排气单向阀、底阀、接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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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及合规

ISO 13485:2003 认证

ISO 13485:2003 被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认可为管理医疗设备设计和制造监管要求的良好基础。它让我们通过主动识别和管
理产品和项目风险来提高产品安全性。获得 ISO 13485:2003 认证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所产产品的一致性。

ISO 9001:2008 认证

ISO 9001:2008 是确保客户订购产品一致性的标准。获得 ISO 9001:2008 认证的组织已经通过独立注册机构证明符合 ISO

9001:2008 要求。CPC 的质量管理体系已经通过了 ISO 9001:2008 标准的批准和认证。

洁净室制造

CPC 公司的某些生命科学产品和化学品管理产品系列是根据 ISO 14644 和前联邦标准 209E，在 0.5 mm 时经外部测试服务

机构检测满足或超过 ISO 7 级 (10,000) 标准的认证洁净室内生产的。认证资料可按要求提供。

FDA 和 USDA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依照美国联邦法例规定就接触食物的物料颁布准则。美国农业部 (USDA) 也颁布与 FDA 类似
的准则。这两个机构都不会对个别产品的应用作出批核或否决。CPC 大部分的产品都是由符合 FDA 或 USDA 有关准则的原
料制成。在需要时，标准的密封圈可用其他认可物料取代。

REACH

REACH 是“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条例”。该条例于 2007 年 6 月 1 日生效，精简和完善了欧洲联盟（欧盟）以

前的化学品立法框架。REACH 承担着巨大的工业责任，以管理化学品可能对健康和环境造成的风险。CPC 出版符合欧盟
1907/2006 法规的 CPC 产品清单。

有害物质法规

RoHS 指令表示“在电气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该指令禁止新电气电子设备中下列物质超标的产品投放欧盟

市场：铅、镉、汞、六价铬、多溴联苯 (PBB) 和溴二苯醚 (PBDE) 阻燃剂。

NSF

位于美国密西根州安阿柏市的 NSF International，制定和公布非官方的准则，规定加工食品与饮料的物料与器材的规格。同

时为有关物料与器材供应商提供测试，以确定合格与否。CPC 公司的许多食品饮料用产品都符合 NSF/ANSI 准则，也就是管
理与食品或饮料有接触的器材的标准。

CPC 西北地区签约经销商：西安嘉岳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Garye
Automation Company
地址 : 西安市未央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五路 89 号 5 幢 1 单元 10601 室
电话：029 - 8647 4991 手机： 18292561696
http://www.garye.cn
E-mail : sales@garye.cn
邮编 : 710018

We inspire confidence at every point of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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