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物制药工艺
连接解决方案



我们让每一次连接都值得信赖
CPC (Colder Products Company) 是设计和制造一次性接头技术和连接器的领军企业，面向生物制药市场提

供一系列连接器产品。CPC 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包括无菌连接、无菌断开、在位蒸汽连接和开放连接。我们的

创新型设计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生物制药制造商可轻松组合多个部件、一次性或混合系统，包括工艺容器、 

管路组件输送管线、生物反应器和其他生物加工设备。

CPC 易于使用和坚固的一次性连接器可保持流动管路无菌性和完整性，同时提高生产产量，为生物制药制造商

缩短上市时间和降低成本。不分公母、无菌接头简化了工艺集成、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灵活性和简化了供应链。 

CPC 公司开发的创新型高品质产品，使介质输送安全、便捷，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质量 

在 CPC，从供应商到分销网络，每个人都努力满足甚至超越客户的期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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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ISO 13485 标准。我们的生物制药应用产品采用两间 ISO 7 级认证洁净室制造。

如需了解有关洁净室和质量控制流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resources-support/quality-compliance



专业经验
CPC 是流体输送中使用的快速插拔接头、普通接头、断开器和组合连接器的领军提供商。我们与客户密切合作，锐意创新、设计和制造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

CPC 于 1978 年在明尼苏达州成立，通过专注于流体管理系统内的关键连接点，实现蓬勃发展。CPC 的业务遍及全球，在美国、德国和中国均设有办事处，在 

10 个国家/地区设有销售办事处，在全球拥有数百家分销商合作伙伴和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CPC 的生物制药团队包括一个专注于打造下一代一次性技术的创新研发小组，拥有专门的产品经理、技术专家、质量工程师和测试实验室专业知识。

我们的一次性和封闭式系统连接器使客户的解决方案更安全、更高效、更可靠。CPC 生物制药专家拥有介质处理专业知识，为我们的客户和行业提供帮助。这些

资源包括：

• 渠道管理团队——支持我们的 OEM 和集成器合作伙伴。

• 应用开发团队——为最终用户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 客户履约和内部销售团队——为我们的渠道合作伙伴和终端客户提供服务。

CPC 提供应用和操作员培训，指导在制造工艺中何处以及如何使用或优化一次性技术。更多详情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training。

供应链 
CPC 的商业模式旨在保持市场中立，致力为所有客户提供一致的定价计划、常规的交付周期和产品供货信息。我们的市场中立性确保了 CPC 保持供应链完整

性、确保问责制，并维护我们作为世界级组织的声誉。

此外，作为 CPC 致力满足生物制药客户需求的一部分，我们的产品在多个洁净室制造工厂中进行生产。扩展的生产设施旨在维护产品供货、制造效率以及制造

流程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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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资源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bio，了解关于本公司和产品的问题解答。

验证测试报告 
验证测试报告详细说明了产品经过的所有测试，以确保让每一次连接都值得信赖, 也可以请求溶出物数据。

产品视频 
观看 CPC 生物制药视频，了解一些最新创新、技术和产品教程。我们的视频库包含有关如何组装 CPC 连接器的说明，以及最佳实践和提示，以确保您充分利

用每个连接。

应用文章 
CPC 的行业专家分享他们对特定生物制药应用的知识，以及一次性技术如何帮助客户改善生产。

CAD 模型 
随时随地从各个角度查看我们的连接器。直接访问 2D 图纸和 3D 模型，用于制造流程图或满足您的特定需求。只需在我们的网站上注册，即可以多种不同的文

件格式下载 CAD 模型。

监管和合规文档 
CPC 遵循严格的监管合规标准，以确保产品质量。我们广泛的产品组合中使用的材料符合 NSF、RoHs、REACH 等各种监管机构的要求。下载满足监管和合

规标准所需的文档。

咨询工程师 
我们随时为您提供帮助。当您有疑问时，CPC 的专业工程师团队会为您解答。从流速到材料兼容性等，我们专注于提供介质流体连接解决方案，以满足最复杂的

生物制药应用的要求。

如需寻找更符合您需求的产品，请联系我们的行业专家，提出具体问题。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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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及合规

ISO 13485 认证 
ISO 13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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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的质量管理体系经过 ISO 13485 认证，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制成品的一致性。

ISO 9001 认证 
ISO 9001 是确保客户订购产品一致性的标准。获得 ISO 9001 认证的组织已经通过独立注册机构证明符合 ISO 9001:2015 要求。CPC 的质量管理体系已经

通过了 ISO 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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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5 mm 时经外部测试服务机构检测满足或超过 ISO 7 级标准的认证洁净室内生

产的。认证资料可按要求提供。

无动物源性成分 (ADCF) 
根据 CPC 原材料供应商的声明，用于制造生物制药产品系列的流动路径组件的材料不含动物源性物质。

F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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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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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害物质限制 (ROHS) 
该指令禁止新电气电子设备中下列物质超标的产品：铅、镉、汞、六价铬、多溴联苯 (PBB) 和多溴二苯醚 (PBDE) 阻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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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次性系统
全球对新型生物制剂、疫苗和细胞疗法的需求日益增加，促使制造商用一次性系统取代传统的不锈钢设备，这些系统由生物制药药物的开发和生产中

使用的塑料加工设备组成。

一次性系统的好处

运营效率 提高灵活性，加快批次周转。

成本效益 最大限度减少清洁和验证要求。

经济优势 减少资本支出和工厂运营的碳足迹。

安全和质量 改善无菌保证，同时降低交叉污染和产品损失的风险。

灵活性 促进多药生产和产品快速转换。

可持续性 与基于不锈钢的加工相比，消耗的水、能源和化学品更少。一次性塑料废物为废物与能量转换提供重要的燃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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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生物制药生产工艺

蒸汽管路

培养基制备

种子培育线性放大

储存解决方案 缓冲液添加

生产 收获/储存

过滤

最终灌装和成品

上游

下游

捕获层析 纯化层析原液配制原液灌装 浓缩

主要工艺流水线
连接器：AseptiQuik  系列、
HFC 断开器系列 、Steam-Thru 系列

介质添加
连接器：开放格式，如  MPC 系列、
MPX 系列、MPU 系列

危险化学品应用
连接器： AQG 聚苯砜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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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生物工艺旨在灵活、高效且有效地生产原料药、单克隆抗体、

疫苗、生物仿制药和再生医学药物。该工艺分为上游和下游两个主要

部分。

随着细胞的增长，上游工艺的目的是将目的蛋白或细胞培养的体积从小

瓶扩大至 5，000L 的生物反应器。

一旦目的蛋白表达产量达到工艺设定，就转向下游工艺。下游生产线的

目标是纯化、澄清和过滤产品。通过纯化、病毒灭活、层析和各种过滤

等工艺，实现这一目标。最后一步是制剂灌装，此时最终产品已经纯化

并可注入注射器或者其他装置，以便患者开始治疗过程。

蒸汽管路

培养基制备

种子培育线性放大

储存解决方案 缓冲液添加

生产 收获/储存

过滤

最终灌装和成品

上游

下游

捕获层析 纯化层析原液配制原液灌装 浓缩

主要工艺流水线
连接器：AseptiQuik  系列、
HFC 断开器系列 、Steam-Thru 系列

介质添加
连接器：开放格式，如  MPC 系列、
MPX 系列、MPU 系列

危险化学品应用
连接器： AQG 聚苯砜系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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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连接技术* 第 10-23 页

ASEPTIQUIK® S 系列连接器： 用于 1/4" 流量应用的无菌连接

材料：聚碳酸酯、硅胶

端头：1/8"、1/4" 和 3/8" 内径软管倒钩型（3.2mm、6.4mm 以及 9.5mm）、1/4"、3/4" 卫生型和 MPC 插嘴

MICROCNX® 系列连接器： 1/8” 流量应用的无菌连接

材料：聚碳酸酯、硅胶 

端头：1/16"、3/32" 和 1/8" 内径软管倒钩（1.6mm、2.4mm、3.2mm）

HFC 无箘断开器系列 
材料：聚砜、合金弹簧和硅胶

端头：1/4"、3/8" 和 1/2" 内径软管倒钩（6.4mm、9.5mm 和 12.7mm）

16

12

ASEPTIQUIK® G 系列连接器： 用于 1/2" 流量应用的无菌连接

材料：聚苯砜、聚碳酸酯和硅胶

端头：1/4"、3/8"、1/2"、3/4" 内径软管倒钩型（6.4mm、9.5mm、12.7mm、19.0mm）和 3/4"、1 1/2" 卫生型和 MPC 插嘴

18

ASEPTIQUIK® L 系列连接器：用于 1" 流量应用的无菌连接

材料：聚碳酸酯、硅胶

端头：3/4" 和 1" 内径软管倒钩型（19.0mm 和 25.4mm)  、1-1/2" 卫生型

20

28
无菌断开技术* 第 24-29 页

 ASEPTIQUIK® G DC 系列连接器：适用于 ½”流量应用的无菌连接和断开组合

材料：聚碳酸酯

端头：1/4"、3/8" 和 1/2" 内径软管倒钩（6.4mm、9.5mm 和 12.7mm）

34
组合连接器选项 第 30-35 页

ASEPTIQUIK® W 系列连接器: 用于 1 1/2" 流量应用的无菌连接

材料：聚碳酸酯、硅胶

端头：1“、1 ¼”、 1 ½”  内径软管倒钩型 (25.4mm、31.75mm、 38.1mm)  、1-1/2" 卫生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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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U 系列连接器：用于 3/4" 流量应用的开放式旋转锁紧连接

材料：聚砜和硅胶

端头：3/4" (19.0mm) 和 1" 内径 (25.4 mm)

开放式连接技术 第 36-49 页

MPC 系列连接器：用于 3/8" 流量应用的开放式连接

材料：聚碳酸酯、聚砜和硅胶 

端头：1/8"、1/4" 和 3/8" 内径软管倒钩（3.2mm、6.4mm、9.5mm）

ASEPTIQUIK® STC 系列连接器：不锈钢和一次性应用之间的混合型连接，

含一次性 AseptiQuik。

材料：聚碳酸酯、聚砜和硅胶

端头：3/4"、1 1/2" 卫生型

*如果您看不到产品系列，请联系您的 CPC 代表了解更多信息。

在位蒸汽连接技术 第 50-57 页

MPX 系列连接器：用于 1/2" 流量应用的开放式连接

材料：聚碳酸酯、聚砜和硅胶

端头：3/8"、1/2" 内径软管倒钩（9.5mm 和 12.7mm）

42

48

STEAM-THRU® 系列连接器：不锈钢和一次性应用之间的混合型连接

材料：聚砜和硅胶 

端头：3/8" 和 1/2" 内径软管倒钩型（9.5mm 和 12.7mm），3/4"、1 1/2"卫生型

54

56

40

44 MPC/MPX 背靠背转接头系列：连接管道末端具有相同接头的一次性系统。

材料：聚碳酸酯、聚砜和硅胶

MPC/MPX 卫生系列连接器：可直接与 3/4"、1" 和 1-1/2" 的卫生端头进行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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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砜和硅胶

端头：3/4"、1"、1-1/2" 卫生型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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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CNX® 
系列连接器

规格
工作压力 
最高 60 psi、4.1 bar 
最高 75 psi、5.1 bar（48 小时）

工作温度
1°C 至 40°C

端头
1/16”, 3/32”，1/8”内径软管倒钩

（1.6mm、2.4mm、3.2mm）

材料
主体部分：聚碳酸酯（白色）
密封圈：硅胶（透明），铂金硫化 
防护夹：聚丙烯（透明）
薄膜： 疏水聚醚砜 

灭菌
伽玛射线：最大 50 kGy 辐射
高压灭菌器：一次循环最高达 
130°C，60 分钟

典型流速
Cv 值范围： 0.04-0.27
MicroCNX 软管倒钩端头

Cv 值表示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大约预期流速（加仑/分钟）。 
流速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是端头直径，而非
公称流道。

MicroCNX® 连接器 引入一种新的迷你无菌连接器系列，提供了一
种简单、高效的连接小规模生物制造组件管道的方法。MicroCNX 连接器
是繁琐的工业管道焊接工艺的现代替换方案。MicroCNX 系列连接器是在 
CPC（一次性连接技术的领导者）的创新基础上，专门针对生物工艺、细
胞治疗和基因治疗应用中具有挑战性的生物介质传输条件而设计的。

注意

您知道吗

验证和提取数据可以
登入 cpcworldwide.com/MicroCNX 获取

采用 MicroCNX 连接器,  便无需为管焊设
备购买、校准、验证、维护和分配洁净室
空间。

cpcworldwide.com/MicroCNX

扫描

12       

特点 优势

松开-扣上-拉拔 直观的三步骤连接过程，降低因操作失误所导致
的风险

易于使用 降低操作失误的风险和相关的性能、可靠性和安
全问题

不分公母 对接的两个接头使用同一个型号，方便简化一次
性系统的物料管理

CPC 咔嗒声 装配声音确认，不需要额外的硬件

注意：CPC 不建议将聚碳酸酯 MicroCNX® 系
列连接器与 PVC 管一起使用。PVC 管道中的
溶出物可能与聚碳酸酯材料不相容，影响产
品性能。决定产品应用的适用性是客户的责
任。CPC 不担保或保证产品适合任何应用或
使用。 

扫码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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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尺寸

松开 拉拔扣上

分别松开两个连接器的保护夹。 将薄膜条直接拉离连接器。连接两个连接器，然后扣在一起。

MICROCNX® 连接器组装程序

= 高度

= 总长

= 总宽

MICROCNX® 系列尺寸和重量
聚碳酸酯 带青色罩 用于高压灭菌器或伽玛照射应用。 

注意：CPC 不建议将聚碳酸酯 MicroCNX® 系列连接器与 PVC 管一起使用。PVC 管道中的溶出物可能与聚碳酸酯材料不相容，影响产品性能。决定产品应用的适用性 
是客户的责任。CPC 不担保或保证产品适合任何应用或使用。

端头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C  

1/16” 软管倒钩 1.6 毫米 CNX17001HT 0.93" (23.6 mm) 2.05" (52.1 mm) 1.49" (37.8 mm)

3/32” 软管倒钩 2.4毫米 CNX17003HT 0.93" (23.6 mm) 2.16" (54.9 mm) 1.49" (37.8 mm)

1/8” 软管倒钩 3.2 毫米 CNX17002HT 0.93" (23.6 mm) 2.25" (57.2 mm) 1.49" (37.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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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ASEPTIQUIK® 无菌技术？

AseptiQuik® 连接器 可提供快速、简单的无菌连接，甚至可用于无菌环境，这对

生物制药制造商而言是一项关键功能。AseptiQuik 系列具有简单直观的三步连接过程和广

泛的端头选项（包括 1/8 至 1 1/2 英寸尺寸和不分公母连接），使您可以轻松输送介质，

同时降低错误风险。坚固耐用、性能可靠，无需卡箍、夹具或焊管机，每次都可提供高质量

的一次性无菌连接。

特点 优势

不分公母设计 通过相同系列连接器之间的通用连接，方便集成
一次性系统

结构坚固 无需另外的硬件便可保证可靠性能和可重复性

翻转—咔嗒—拉拔 直观的三步骤连接过程，降低因操作失误所导致
的风险

整体拉片护罩 拉片起到保护罩的作用，不仅降低了部件复杂
性，还确保同时去除两个膜片

CPC 咔嗒声 通过声音确认安全组装

公称流道 (NFP) 大小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径，而不是 NFP。

AQ

AQ AQ

NFP  CV 范围

AQS (0.25") 0.19 – 1.74

NFP CV 范围

AQG (0.5") 1.5 – 31

NFP CV 范围

AQL (1") 30 – 57

NFP CV 范围

AQW (1 1/2") 39 –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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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PTIQUIK 连接器选项

ASEPTIQUIK 连接器组装程序 

扫描

https://youtu.be/un2PnvUAZ0w

松开并向下翻转每边 
AseptiQuik 连接器上
的拉片护罩。

只需按下 CPC 标志 
并从两边 AseptiQuik 连
接器上拉出膜片，将拉
片卡在一起，即可完成
连接。

使拉片朝下，将两边 
AseptiQuik 连接器对
齐。然后，将两边合在
一起，同时独立挤压两
侧，直到听到“CPC  
咔嗒声”。

翻转

拉拔

扣上

扫码观看 AseptiQuick  
组装视频

端头 材料 灭菌 
（选择 1） 流量信息

软管倒钩 卫生 
法兰

ASEPTIQUIK® S 
系列 P P P P P P P P P P 1/4" 0.19 – 1.74

ASEPTIQUIK® G 
系列 P P P P P P P P P P P 1/2" 1.5 - 31

ASEPTIQUIK® G 
PPSU 系列 P P P P P P P P 1/2" 1.5 - 31

ASEPTIQUIK® L 
系列 P P P P P P P 1" 30-57

ASEPTIQUIK® W 
系列 P P P P P P P P 1 1/2" 39-118

1/8
"

1/4
"

3/8
"

1/2
"

3/4
"

1" 1 1
/4"

1 1
/2"

1/4
"

3/4
"

1 1
/2"

MPC
 插
嘴

硅
胶

密
封

件
聚

碳
酸

酯
聚

苯
砜

伽
玛

兼
容

可
高

压
灭

菌

公
称

流
道

CV
 值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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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流速：
Cv 值范围：0.19 - 1.74 

（适用于 AseptiQuik S）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 
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
径，而非公称流道。

规格
工作压力
最高 60 psi，4.1 bar

工作温度
4°C 至 40°C

灭菌
伽玛射线：最大 50 kGy 辐射
高压灭菌高温 (HT) 型： 
最高达 130°C，60 分钟

端头
1/8"、1/4" 以及 3/8" 内径软管倒钩型

（3.2mm、6.4mm 以及 9.5mm），1/4" 和 
3/4" 卫生型和 MPC 插嘴

材料
主体部分： 
聚碳酸酯（白色）
拉片/帽： 
聚碳酸酯（蓝色，标准型） 
聚碳酸酯（白色，高温型）
密封圈： 
硅胶（透明），铂金硫化 
膜： 
聚乙烯（标准型）
疏水聚醚砜（高温型）， 
PTFE 条带贴纸

警告：压力、温度、化学品和工作环境可影响接头的性能。测试 CPC 产
品是否适宜其应用环境属于客户责任。

ASEPTIQUIK® S 
系列连接器

特点 优势

不分公母 对接的两个半体使用同一个型号，方便简化一次
性系统的物料管理

翻转—咔嗒—拉拔 直观的三步骤连接过程，降低因操作失误所导致
的风险

CPC 咔嗒声 连接声音确认，不需要额外的硬件

AQS-MPC 组合 能够更改 BPC 或其他一次性系统，且与封闭系统
保持开放式连接

AQS ¼" Sani，带光滑孔 最大限度减少整个上游加工过程中的过渡流中断

AseptiQuik® S 连接器 为小流量应用提供便捷的无菌连接，甚至可用于非无

菌境中。AseptiQuik S 连接器的“翻转—咔嗒—拉拔”设计使用户能够轻松传输少量

介质，比传统方法的操作错误风险更低。连接器的不分公母、耐用设计则保证可靠的性

能，且无需使用卡箍、夹具和焊管机。凭借一次性连接技术领域领导者的产品品质和市

场供应量，生物制药公司可以建立 1/8"、1/4" 和 3/8" 软管倒钩和 1/4" 及 3/4" 无菌

连接。

您知道吗
您知道吗？AseptiQuik S 是简化从生物反应
器中抽取烧瓶样品流程的理想选择。

注意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AsptiQuik-S 获取
验证和溶出物数据

扫描

cpcworldwide.com/AseptiQuik-S

扫码以访问网页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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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PTIQUIK S 系列尺寸
聚碳酸酯带蓝色拉片，用于伽玛照射应用。 

聚碳酸酯高温带白色拉片，用于高压灭菌器或伽玛照射应用。

端头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C  

1/8" 软管倒钩型 3.2 毫米 AQS17002 2.25" (57.2 mm) 1.30" (33.0 mm) 0.50" (12.7 mm)

1/4" 软管倒钩型 6.4 mm AQS17004 2.25" (57.2 mm) 1.45" (36.8 mm) 0.65" (16.5 mm)

1/4" 卫生型 6.4 mm AQS33004 2.25" (57.2 mm) 1.50" (38.1 mm) 0.70" (17.8 mm)

3/8" 软管倒钩型 9.5 mm AQS17006 2.25" (57.2 mm) 1.45" (36.8 mm) 0.65" (16.5 mm)

3/4" 卫生型 19.1 mm AQS33012 2.25" (57.2 mm) 1.60" (40.6 mm) 0.80" (20.3 mm)

MPC 插嘴 AQS17MPC 2.25" (57.2 mm) 1.49" (37.9 mm) 0.69" (17.5 mm)

端头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C  

1/8" 软管倒钩型 3.2 毫米 AQS17002HT 2.25" (57.2 mm) 1.30" (33.0 mm) 0.50" (12.7 mm)

1/4" 软管倒钩型 6.4 mm AQS17004HT 2.25" (57.2 mm) 1.45" (36.8 mm) 0.65" (16.5 mm)

1/4" 卫生型 6.4 mm AQS33004HT 2.25" (57.2 mm) 1.50" (38.1 mm) 0.70" (17.8 mm)

3/8" 软管倒钩型 9.5 mm AQS17006HT 2.25" (57.2 mm) 1.45" (36.8 mm) 0.65" (16.5 mm)

3/4" 卫生型 19.1 mm AQS33012HT 2.25" (57.2 mm) 1.60" (40.6 mm) 0.80" (20.3 mm)

MPC 插嘴 AQS17MPCHT 2.25" (57.2 mm) 1.49" (37.9 mm) 0.69" (17.5 mm)

产品尺寸

A  = 高度/直径

B  = 总长

C  = 软管倒钩长度

B

CC

B

A A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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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流速：
Cv 值范围：1.5 - 31 

（适用于 AseptiQuik G）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 
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
径，而非公称流道。

ASEPTIQUIK® G  
系列连接器

特点 优势

不分公母 对接的两个半体使用同一个型号，方便简化一次
性系统的物料管理

翻转—咔嗒—拉拔 
直观的三步骤连接过程，降低因操作失误所导致
的风险

CPC 咔嗒声 连接声音确认，不需要额外的硬件

化学相容性和 pH 值范围 
AseptiQuik 聚苯砜可实现不分公母的连接，适用于
更广泛的化学应用，提供跨下游工艺的多功能连
接，pH 范围为 2 至 12

不含 BPA AseptiQuik 聚苯砜满足更广泛的应用要求

AseptiQuik® G 连接器 即使在非无菌环境中,也可实现快速、方便的无菌连接。方便

使用的不分公母设计简化了系统集成，将因操作失误导致的风险降至最低。连接器的耐用设计

性能可靠，让用户更放心，且无需使用卡箍、夹具和焊管机。凭借一次性连接技术领域领导者

的产品品质和市场供应量，生物制药公司得益于完整系列的可互换 1/4" 至 1-1/2" 端头解决

方案。

您知道吗
您知道吗？AseptiQuik G 是将不同配液连接
到层析系统的理想选择。

规格
工作压力
最大 60 psi，4.1 bar 
最大 75 psi，5.1 bar，48 小时 
(AQGMPC 除外)

工作温度
1°C 至 40°C

灭菌
标准（蓝色）和聚苯砜（紫色）型： 
伽玛射线：最高 50kGy

高温（白色）型： 
伽玛射线：最高 50kGy 
高压灭菌器： 
一次循环最高达 130°C，60 分钟

端头
1/4"、3/8"、1/2"、3/4" 内径软管倒钩型

（6.4mm、9.5mm、12.7mm、19.0mm）以
及 3/4"、1-1/2" 卫生型 

材料
主体部分： 
聚碳酸酯（白色），（标准和高温型） 
聚苯砜（类白色）（聚苯砜型） 
拉片/帽： 
聚碳酸酯（蓝色标准），（白色高温型），

（紫色聚苯砜型） 
密封圈： 
硅胶（透明），铂金硫化 
薄膜： 
聚乙烯（标准和聚苯砜型）、疏水聚醚砜 

（高温型）、PTFE 条带贴纸

警告：压力、温度、化学品和工作环境可影响接头的性能。测试 CPC 
产品是否适宜其应用环境属于客户责任。

注意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AseptiQuik-G 获取
验证和溶出物数据

扫描

cpcworldwide.com/AseptiQuik-G

扫码以访问网页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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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PTIQUIK G 系列尺寸
聚碳酸酯带蓝色拉片，用于伽玛照射应用。 

产品尺寸

A  = 高度/直径

B  = 总长

C  = 软管倒钩长度A A

B B

C C

聚碳酸酯高温带白色拉片，用于高压灭菌器或伽玛照射应用。 

聚苯砜带紫色拉片，用于伽玛照射应用。

端头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C  

1/4" 软管倒钩型 6.4 mm AQG17004 2.62" (66.6 mm) 1.62" (41.2 mm) 0.82" (20.8 mm)

3/8" 软管倒钩型 9.5 mm AQG17006 2.62" (66.6 mm) 1.62" (41.2 mm) 0.82" (20.8 mm)

1/2" 软管倒钩型 12.7 mm AQG17008 2.62" (66.6 mm) 1.95" (49.5 mm) 1.15" (29.2 mm)

3/4" 软管倒钩型 19.1 mm AQG17012 2.62" (66.6 mm) 2.36" (59.9 mm) 1.56" (39.6 mm)

3/4" 卫生型 19.1 mm AQG33012 2.62" (66.6 mm) 1.66" (42.2 mm) 0.86" (21.8 mm)

1-1/2" 卫生型 38.1 mm AQG33024 2.62" (66.6 mm) 2.86" (72.6 mm) 2.02" (51.3 mm)

MPC 插嘴 AQG17MPC 2.62" (66.6 mm) 1.50" (38.1 mm) 0.70" (17.8 mm)

端头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C  

1/4" 软管倒钩型 6.5 mm AQG17004HT 2.62" (66.6 mm) 1.62" (41.2 mm) 0.82" (20.8 mm)

3/8" 软管倒钩型 9.5 mm AQG17006HT 2.62" (66.6 mm) 1.62" (41.2 mm) 0.82" (20.8 mm)

1/2" 软管倒钩型 12.7 mm AQG17008HT 2.62" (66.6 mm) 1.95" (49.5 mm) 1.15" (29.2 mm)

3/4" 软管倒钩型 19.1 mm AQG17012HT 2.62" (66.6 mm) 2.36" (59.9 mm) 1.56" (39.6 mm)

3/4" 卫生型 19.1 mm AQG33012HT 2.62" (66.6 mm) 1.66" (42.2 mm) 0.86" (21.8 mm)

1-1/2" 卫生型 38.1 mm AQG33024HT 2.62" (66.6 mm) 2.86" (72.6 mm) 2.02" (51.3 mm)

MPC 插嘴 AQG17MPCHT 2.62" (66.6 mm) 1.50" (38.1 mm) 0.70" (17.8 mm)

端头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C  

1/4" 软管倒钩型 6.4 mm AQG17104 2.62" (66.6 mm) 1.62" (41.2 mm) 0.82" (20.8 mm)

3/8" 软管倒钩型 9.5 mm AQG17106 2.62" (66.6 mm) 1.62" (41.2 mm) 0.82" (20.8 mm)

1/2" 软管倒钩型 12.7 mm AQG17108 2.62" (66.6 mm) 1.95" (49.5 mm) 1.15" (29.2 mm)

3/4" 软管倒钩型 19.1 mm AQG17112 2.62" (66.6 mm) 2.36" (59.9 mm) 1.56" (39.6 mm)

3/4" 卫生型 19.1 mm AQG33112 2.62" (66.6 mm) 1.66" (42.2 mm) 0.86" (21.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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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流速：
Cv 值范围：30 - 57 

（适用于 AseptiQuik L）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 
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
径，而非公称流道。

ASEPTIQUIK® L  
系列连接器

特点 优势

不分公母 对接的两个半体使用同一个型号，方便简化一次
性系统的物料管理

翻转—咔嗒—拉拔 直观的三步骤连接过程，降低因操作失误所导致
的风险

CPC 咔嗒声 连接声音确认，不需要额外的硬件

大内径  在低压下快速高效地转移大容量液体

AseptiQuik® L 连接器可实现大容量、大流量生产环境中的快速、轻松无

菌连接。大型、3/4"、1" 软管倒钩型和 1-1/2" 卫生型不分公母设计简化了系统

集成，将因操作失误导致的风险降至最低。连接器结构坚固耐用，可提供可靠的性

能，无需使用卡箍、夹具和焊管机。凭着一次性连接技术领域领导者的产品品质和

市场供应量，适用于大规模生物工艺生产环境的可互换连接卫生流量解决方案将让

生物制药公司大大受益。

您知道吗
您是否知道？AseptiQuik L 是连接 TFF（切向
流过滤）、TFDF 和 ATF 以及其他需要大流
量的过滤工艺的理想选择。

注意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AseptiQuik-L 获取
验证和溶出物数据

规格
工作压力
最大 60 psi，4.1 bar 
 最大 75 psi，5.1 bar，48 小时

工作温度
1°C 至 40°C

灭菌
伽玛射线：最大 50 kGy 辐射 
高压灭菌高温 (HT) 型： 
最高达 130°C，60 分钟

端头
3/4"、1" 内径软管倒钩型（19.0mm 和 
25.4mm）和 1-1/2" 卫生型

材料
主体部分： 
聚碳酸酯（白色）

拉片/帽： 
聚碳酸酯（蓝色标准型） 
聚碳酸酯（白色高温型） 
密封圈： 
硅胶（透明），铂金硫化 
薄膜： 
聚乙烯（标准型） 
疏水聚醚砜（高温型）、 
PTFE 条带贴纸

警告：压力、温度、化学品和工作环境可影响接头的性能。测试 CPC 产
品是否适宜其应用环境属于客户责任。

扫描

cpcworldwide.com/AseptiQuik-L

扫码以访问网页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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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尺寸

ASEPTIQUIK L 系列尺寸
聚碳酸酯带蓝色拉片，用于伽玛照射应用。

聚碳酸酯高温带白色拉片，用于高压灭菌器或伽玛照射应用。

端头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C  

3/4" 软管倒钩型 19.1 mm AQL17012 4.22" (107.2 mm) 2.95" (74.9 mm) 1.50" (38.1 mm)

1" 软管倒钩型 25.4 mm AQL17016 4.22" (107.2 mm) 3.15" (80.0 mm) 1.70" (43.2 mm)

1-1/2" 卫生型 38.1 mm AQL33024 4.22" (107.2 mm) 3.40" (86.4 mm) 1.95" (49.5 mm)

端头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C  

3/4" 软管倒钩型 19.1 mm AQL17012HT 4.22" (107.2 mm) 2.95" (74.9 mm) 1.50" (38.1 mm)

1" 软管倒钩型 25.4 mm AQL17016HT 4.22" (107.2 mm) 3.15" (80.0 mm) 1.70" (43.2 mm)

1-1/2" 卫生型 38.1 mm AQL33024HT 4.22" (107.2 mm) 3.40" (86.4 mm) 1.95" (49.5 mm)

A  = 高度/直径

B  = 总长

C  = 软管倒钩长度A

C

B

https://www.cpcworldwide.com/Blog/post/how-to-choose-sterile-conn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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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PTIQUIK® W  
系列连接器

典型流速：
Cv 值范围：39-118（适用于 AseptiQuik W）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
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径，而
非公称流道。

不分公母的 AseptiQuik® W 系列连接器采用公称 1 1/2" 流道，可在大容量、高
流量生产和工艺强化环境中实现快速、简便的无菌连接。不分公母设计简化系统集成，将因操
作员失误导致的风险降至最低。接头结构坚固耐用，可提供可靠的性能，无需使用夹具或固定
装置。凭借一次性连接技术领域领导者的产品品质和市场供应量，可互换 1"、 1 ¼" 和 1 ½" 

流量解决方案适用于大规模生物工艺生产环境，让生物制药公司大大受益。

注意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AseptiQuik-W 获取验证和溶出物数据

规格
工作压力

最大 60 psi，4.1 bar 
最大 75 psi，5.1 bar，48 小时

工作温度
1°C 至 40°C

灭菌
伽玛：高达 50 kGy 照射
高压灭菌高温 (HT) 型：最高达 130°C，60 分钟

端头
1"、1 1/4"、1 1/2" 软管倒钩型、1 1/2" 卫生型

（25.4mm、31.75mm、38.1mm、38.1mm）

材料
主体部分： 
聚碳酸酯（白色）
运输夹： 
聚碳酸酯（透明） 
侧闩锁： 
聚苯砜（蓝色）
拉片/帽： 
聚碳酸酯（白色，高温型）
拉片导轨： 
聚苯砜（灰色）
密封件： 
硅胶（透明），铂固化
膜： 
疏水聚醚砜（高温型），PTFE 条带贴纸 

警告：压力、温度、化学品和工作环境可影响接头的性能。测试 CPC 产品是否适
宜其应用环境属于客户责任。

或

扫描

cpcworldwide.com/AseptiQuik-W

特点 优势

不分公母
对接的两个半体使用同一个型号，方便简化一次性系统
的物料管理

翻转 - 咔嗒 - 拉拔 - 卡扣 直观的四步骤连接过程，降低因操作员失误所导致的风险

安全侧闩锁 提高连接器的耐用性，适用于各种应用 

薄膜拉片 可以同时、安全去除两个膜片

无需辅助组件 无需购买和储存额外的材料或工具即可完成无菌连接过程

最大 AseptiQuik 流量直径
（1 1/2" 公称流道）

更快地移动液体介质，提高工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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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PTIQUIK® W 系列尺寸
聚碳酸酯高温带白色拉片 - 用于高压灭菌器或伽玛照射应用。

端头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C  

1" 软管倒钩型 25.4 mm AQW17016HT 5.77" (146.6 mm) 4.00" (101.6 mm) 1.51" (38.4 mm)

1 1/4" 软管倒钩型 31.8 mm AQW17020HT 5.77" (146.6 mm) 4.39" (111.5 mm) 1.91" (48.5 mm)

1 1/2" 软管倒钩型 38.1 mm AQW17024HT 5.77" (146.6 mm) 4.91" (124.7 mm) 2.42" (61.5 mm)

1 1/2" 卫生型 38.1 mm AQW33024HT 5.77" (146.6 mm) 3.66" (93.0 mm) 1.17" (29.7 mm)

产品尺寸

A  = 高度/直径
B  = 总长度
C  = 软管倒钩长度

A

C

B

ASEPTIQUIK® W 组装程序

将拉片向下翻转，同
时将其从运输夹上松
开，直到完全打开并
咔塔一声锁定到位

将一只手放在拉片手柄中，另一
只手放在端头（选项 1）或拉片
导轨（选项 2）上，以拉出无菌 
薄膜拉片。（确保在进入第 4 步
之前完成第 3 步）

先把两侧闩锁上的
侧“1”卡扣，然后 
卡扣侧“2”，并确认它
们已连接到主体

第 1 步 第 2 步

第 3 步 第 4 步

将两半对齐并压在一
起，直到听到第一阶段
连接锁扣的“咔嗒”声

扫描

cpcworldwide.com/AQWassembly

扫码观看 AseptiQuick W 组
装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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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断开技术



什么是无菌断开技术？

使用 CPC 的无菌断开技术，用户只需按下指锁按钮，即可简单、快速地断开

一次性系统。在断开时，无菌断开技术中的内部阀门会关闭并密封，保护断开系统两侧的封

闭系统液体通路。  HFC 无菌，错字断开产品系列允许对 1⁄4” 到 1⁄2” 内径的管路进行无

菌断开，并且连接的套件具有保护性指锁按钮，以防止意外断开。 

特点 优势

直观的一步式断开流程 
无需额外设备即可进行无菌断开 
尽量减少操作错误，简化标准操作程序的创建和
培训

自动截止阀  断开时即截断流路

保护性指锁按钮盖  避免意外断开

激光标记项目编号和批号  完全可追溯到原材料来源

合金 C-276 内部流动路径弹簧 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兼容性

公称流道 (NFP) 大小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径，
而不是公称流道。

HFC

NFP CV 范围

HFC (0.375") 0.3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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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头 材料 产品 
特性

灭菌 
（选择 1）

流量 
信息

软管倒钩

连接的套件 P P P P P P P P 3/8" 0.3 – 2.5

未连接的半体 P P P P P P P 3/8" 0.3 – 2.5

HFC 无菌断开选项

1/4
"

3/8
"

1/2
"

硅
胶

密
封

件

聚
砜

 

保
护

性
 

指
锁

按
钮

 
盖 伽

玛
兼

容

可
高

压
灭

菌

公
称

流
道

CV
 值

范
围

HFC 无箘断开程序 

拆下保护性指锁按钮盖。

第 1 步

按下指锁按钮以断开。

第 2 步

如果需要，将盖/堵头安装到断开的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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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流速：
Cv 值范围：0.3 - 2.5  

（适用于 HFC 无箘断开器）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 
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
径，而非公称流道。

HFC 无菌 断开器 
系列连接器

特点 优势

直观的一步式断开流程 无需额外设备即可进行无菌断开

自动截止阀 停止流动，无需管路夹

保护性指锁按钮盖 防止意外断开

激光蚀刻项目编号和批号 原材料来源的完全可追溯性

合金 C-276 内部流动路径弹簧 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兼容性

HFC 无菌 断开器 可实现一次性生物制药和细胞和基因疗法制

造系统的无菌断开。轻轻按一下连接器指锁按钮，即可在断开过程中保

持系统两侧的无菌性。HFC 无菌断开器套件包含保护性指锁按钮盖，

有助于减少意外断开，还有激光标记项目和批号，以实现完整的批次可

追溯性。

您知道吗
HFC 无菌 断开器非常适合用于使用后过滤
器完整性测试（例如泡点测试）。

注意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HFC-Disconnect 
获取验证和溶出物数据

规格
工作压力
最高 75 psi，5.17 bar

工作温度
1°C 至 40°C

灭菌
 伽玛射线：达 50 kGy 辐射 
 高压灭菌器：一次循环最高达 132°C， 
60 分钟

端头
1/4"、3/8" 和 1/2" 内径软管倒钩型 

（6.4mm、9.5mm 和 12.7mm）

材料 
主体部分：
聚砜（琥珀色）
O 型圈：硅胶（透明），铂金硫化 
流动路径弹簧 ：合金 C-276

警告：压力、温度、化学品和工作环境可影响接头的性能。测试 CPC 产
品是否适宜其应用环境属于客户责任。

扫描

cpcworldwide.com/HFC-Disconnect

或者

扫码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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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尺寸

HFC 无菌 断开器系列尺寸
接头套件——聚砜

接头母座——聚砜

接头插嘴——聚砜

配套部件

端头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1/4" 软管倒钩型 6.4 mm 内径 HFCD39SET4HC 1.54" (39.1 mm) 3.71" (94.3 mm)

3/8" 软管倒钩型 9.5 mm 内径 HFCD39SET6HC 1.54" (39.1 mm) 3.71" (94.3 mm)

1/2" 软管倒钩型 12.5 mm 内径 HFCD39SET8HC 1.54" (39.1 mm) 4.29" (109 mm)

端头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1/4" 软管倒钩型 6.4 mm 内径 HFCD17439MHC 1.44" (36.6 mm) 2.78" (70.6 mm)

3/8" 软管倒钩型 9.5 mm 内径 HFCD17639MHC 1.44" (36.6 mm) 2.78" (70.6 mm)

1/2" 软管倒钩型 12.5 mm 内径 HFCD17839MHC 1.44" (36.6 mm) 3.07" (78.0 mm)

端头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1/4" 软管倒钩型 6.4 mm 内径 HFCD22439MHC 1.00" (25.4 mm) 2.00" (50.8 mm)

3/8" 软管倒钩型 9.5 mm 内径 HFCD22639MHC 1.00" (25.4 mm) 2.00" (50.8 mm)

1/2" 软管倒钩型 12.5 mm 内径 HFCD22839MHC 1.00" (25.4 mm) 2.29" (58.2 mm)

零件 零件编号 A  B

密封盖 HFC32039 1.44" (36.6 mm) 2.73" (69.3 mm)

密封塞 HFC30039M 1.00" (25.4 mm) 1.81" (46.0 mm)

BB

A
A A  = 高度/直径

B  = 总长

B

A

若无特别说明，所有的测量尺寸单位均为英寸（毫米）。管道必须符合规定的内径和外径要求。若无特别说明，图示接头配有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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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断开技术无菌组合连接器



什么是无菌组合技术?

无菌组合技术是在同一连接器中，提供无菌连接和无菌断开。 这个连接/断开

组合连接器帮助工艺工程师和制造商即使在非无菌的环境中， 也可以制造快速、简单

和无菌的连接和断开。 CPC 的无菌组合技术是使用 CPC 的一次性技术，确保用户方

便传输介质，降低因操作失误所导致的风险。 当介质传输完成后，操作人员可以轻松

安全地断开组合连接器，以保持无菌状态。 接头内置自动截止阀能实现可靠性能，无

需使用额外的封管机。 

公称流道 (NFP)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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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

NFP CV RANGE

AQG DC (0.5") 0.8 – 1.9

无菌组合连接器

特点 优势

不分公母 对接的两个接头使用同一个型号，方便简化一次性
系统的物料管理

翻转—咔嗒—拉拔 直观的三步骤连接过程，降低因操作失误所导致的
风险

简单的两步式断开 通过断开连接来保持系统两侧的系统无菌性

薄膜拉片 确保同时、安全去除两个膜片

自动截止阀 无需在断开连接后使用管路夹或管密封器

保护性指锁按钮盖 避免意外断开

合金 C-276 内部流动路径弹簧 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兼容性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径，
而不是公称流道。

什么是无菌组合技术?

无菌组合技术是在同一连接器中，提供无菌连接和无菌断开。 这个连接/断开

组合连接器帮助工艺工程师和制造商即使在非无菌的环境中， 也可以制造快速、简单

和无菌的连接和断开。 CPC 的无菌组合技术是使用 CPC 的一次性技术，确保用户方

便传输介质，降低因操作失误所导致的风险。 当介质传输完成后，操作人员可以轻松

安全地断开组合连接器，以保持无菌状态。 接头内置自动截止阀能实现可靠性能，无

需使用额外的封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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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PTIQUIK 组合连接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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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PTIQUIK G DC 组装程序 

ASEPTIQUIK G DC 拆开组装程序

松开并向下翻转每边接头上的拉片护罩。
使拉片朝下，将两边接头对齐。将两边
接头推到一起。分别挤压接头每侧， 
直到听到一声“CPC 咔嗒”声。

只需按下 CPC 标志并从接头上拉出膜片，
将拉片卡在一起，即可完成连接。

第 1 步 第 2 步 第 3 步

 拆下保护性指锁按钮盖。 按下指锁按钮以断开。

第 1 步 第 2 步

端头 材料 灭菌 
（选择 1） 流量信息

软管倒钩 卫生 
法兰

ASEPTIQUIK® G DC 
系列 P P P P P P 1/4" 0.8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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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PTIQUIK® G DC  
系列接头

SCAN

cpcworldwide.com/AseptiQuik-GDC

典型流速：
Cv 值范围：0.8-1.90， 
适用于 AseptiQuik G DC 软管倒钩端头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 
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
径，而非公称流道。

AseptiQuik® G DC 系列接头是首款一体化、不分公母、一次性连接产品，可实现无
菌连接和无菌断开。使用 AseptiQuik G DC 接头,  即使在非无菌的环境中， 制药企业也可以实现
快速、简单的无菌连接和断开。

AseptiQuik G DC 接头直观的“翻转—咔嗒—拉拔”设计确保用户方便传输介质，降低因操作失
误所导致的风险。传输完成后，简单的两步断开可防止外部生物体进入管路通道，保持介质的无
菌性。

这款接头内置自动截止阀，能在各种极端条件下实现可靠性能，无需使用额外的卡箍、夹具或封
管机/密封器。

注意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AseptiQuik-GDC 获
取验证和溶出物数据

规格

工作压力
最大 60 psi，4.1 bar 
最大 75 psi，5.1 bar，48 小时

工作温度
1°C 至 40°C

灭菌
伽玛灭菌：达 50 kGy 辐射

端头
1/4"、3/8" 和 1/2" 软管倒钩 
（6.4mm、9.5mm 和 12.7mm）

材料
主体部分： 
聚碳酸酯（白色）
指锁按钮： 
聚碳酸酯（蓝色）
拉片/帽： 
聚碳酸酯（蓝色）
密封圈： 
硅胶（透明），铂金硫化
薄膜： 
聚乙烯
弹簧： 
合金 C-276

警告：压力、温度、化学品和工作环境可影响接头的性能。测试 CPC 产
品是否适宜其应用环境属于客户责任。

特点 优势

不分公母 对接的两个接头使用同一个型号，方便简化一次性系
统的物料管理

翻转—咔嗒—拉拔 直观的三步骤连接过程，降低因操作失误所导致的
风险

简单的两步式断开 通过断开连接来保持系统两侧的系统无菌性

薄膜拉片 确保同时、安全去除两个膜片

自动截止阀 无需在断开连接后使用管路夹或管密封器

保护性指锁按钮盖 避免意外断开

合金 C-276 内部流动路径弹簧 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兼容性

扫码以访问网页

34       

无菌连接

cpcworldwide.com/bio · +86 400 990 1978

无菌组合连接器

http://cpcworldwide.com/AseptiQuik-GDC
http://cpcworldwide.com/AseptiQuik-GDC
http://cpcworldwide.com/bio


C

A

B

ASEPTIQUIK® G DC 系列尺寸
聚碳酸酯 - 用于伽玛照射应用。

端头 管道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C  

1/4" 软管倒钩  
ASEPTIQUIK G DC 母座

1/4" 6.4 mm AQGDC17004 2.62" (66.5 mm) 4.37" (111.0 mm) 0.60" (15.2 mm)

3/8" 软管倒钩  
ASEPTIQUIK G DC 母座

3/8" 9.5 mm AQGDC17006 2.62" (66.5 mm) 4.37" (111.0 mm) 0.60" (15.2 mm)

1/2" 软管倒钩  
ASEPTIQUIK G DC 母座

1/2" 12.7 mm AQGDC17008 2.62" (66.5 mm) 4.66" (118.4 mm) 0.89" (22.6 mm)

A  = 高度/直径

B  = 总长

C  = 软管倒钩长度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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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连接技术 



MPX, MPC, MPU

什么是开放式连接技术？

CPC 的开放式连接器（也称为快速连接器或快速断开器）是一种在一次性系统之间集成介

质传输技术的简单直接的方式。我们的开放式产品采用带盖和塞子的公母连接器半体，可密封一次性

系统的液体通路。只需从系统的每个半体取下盖和塞子，然后连接公和母接头，即可连接两个单独系

统的液体通路。

CPC 的开放式产品（MPC 系列、MPX 系列和 MPU 系列连接器）可连接 1/8" 内径管道至 1" 内径

管道。此外，MPC 和 MPX 连接器具有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指锁按钮和可选的锁紧套管，以防止

意外断开。

MPC 和 MPX 产品系列内的卫生转接头有助于将组件集成到一次性或混合型（一次性到不锈钢）工

艺系统中。 

MPC 和 MPX 产品系列内的背靠背转接头可用于连接两个相同的母座组件或插嘴组件。为了获得更

大的灵活性，异径管选件使 MPC 和 MPX 产品能够与 1/8” 至 1/2" 内径管道连接起来。

特点 优势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指锁按钮 操作方便，即使戴着手套也能轻松操作

无分型线软管倒钩 实现与管道的无缝连接

可选锁紧套管（MPC、MPX） 防止意外断开连接

混合和匹配端头尺寸 实现灵活应用

公称流道 (NFP) 大小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径，而不是公称流道。

MPX, MPC, MPU MPX, MPC, MPU

NFP CV 范围

MPC (0.375") 0.1 – 8.0

背靠背 
母座和插嘴

(0.375" – 0.5") 2.0 – 6.0

NFP CV 范围

MPX (0.5") 4.0 – 17

背靠背 
母座和插嘴

(0.375" – 0.5") 23 – 32 

NFP CV 范围

MPU (1") 18 – 41

38       cpcworldwide.com/bio · +86 400 990 1978

无菌连接开放式连接技术

http://cpcworldwide.com/bio


端头 产品 
特性

流动路径 
材料

灭菌 
（选择 1）

流量 
信息

软管倒钩 卫生型

MPC P P P P P P P P P 1/4" 0.1 – 8.0

MPC 卫生型 P P P P P P 1/4" 0.1 – 8.0

MPC 背靠背母座 P P P P 1/4" - 1/2" 2.0 – 6.0

MPC 背靠背公座 P P P P 1/4" - 1/2" 2.0 – 6.0

MPX P P P P P P P P 1/2" 4.0 – 17

MPX 卫生型 P P P P P P 1/2" 4.0 – 17

MPX 背靠背母座 P P P P 1/4" - 1/2" 23 – 32

MPX 背靠背公座 P P P P 1/4" - 1/2" 23 – 32

MPU P P P P P P 1" 18 – 41

1/8
"

1/4
"

3/8
"

1/2
" 

3/4
" 

1"
 

3/4
"

1-
1/2

" 卫
生

型
可

选
 

锁
紧

套
管

硅
胶

密
封

件
聚

碳
酸

酯
聚

砜

伽
玛

兼
容

可
高

压
灭

菌

公
称

流
道

CV
 值

范
围

要断开两个 MPC 或两个 MPX 组件，请按下指锁按
钮，然后将两个组件彼此分开。

要连接两个 MPC 或两个 MPX 组件，请按下母座 
（或盖）并一起插入组件。

MPC/MPX 装配程序

开放式连接选项

第 1 步 第 2 步

注意：如果使用带有锁紧套管的母座或盖组件，则在连接两个半体后拧入“锁定”位置，以防止意外断开连接。  当您准备好
再次断开连接时，将锁紧套管拧至“解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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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流速：
Cv 值范围：0.1 - 8 

（适用于 MPC 软管倒钩端头）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 
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
径，而非公称流道。

MPC  
系列连接器
MPC 系列连接器 为关键流体输送应用增加使用的方便性和安全

性。完整系列的接头和配置选择，包括压力密封帽和密封塞，尺寸适用于 

1/8" 至 3/8" 的管道。MPC 接头提供可选锁紧套管，可进一步防止接头

的意外断开。另外，当连接时，两边接头可旋转，以减少管道扭曲。

您知道吗
MPC 和 MPX 连接器非常适合用于小袋
系统，用于分装介质或存放在袋中的其
他产品。

注意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MPC 获取验证和
溶出物数据

规格
工作压力
真空至 60 psi，4.1 bar

工作温度
聚碳酸酯： 
-40°C 至 121°C 
聚砜： 
-40°C 至 149°C

灭菌
伽玛射线：达 50 kGy 辐射
高压灭菌器：
聚碳酸酯：最高达 121°C， 
30 分钟，最多重复 10 次 
仅限未连接状态灭菌
聚砜：最高达 132°C， 
60 分钟，最多重复 25 次 
仅限未连接状态灭菌

端头
1/8" 至 3/8" ID（3.2mm 至 9.5mm）

材料
主体部分： 
聚碳酸酯（紫色） 
聚砜（琥珀色）
锁紧套管： 
聚砜（白色）
指锁按钮： 
聚碳酸酯（白色） 
PVDF（白色）
O型圈：  
硅胶（透明）铂金硫化

警告：压力、温度、化学品和工作环境可影响接头的性能。测试 CPC 产
品是否适宜其应用环境属于客户责任。

特点 优势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指锁按钮 操作方便，即使戴着手套也能轻松操作

无分型线软管倒钩 防止潜在的泄漏路径

可选锁紧套管 防止意外断开连接

各种端头 
尺寸和材料选项 更高的灵活性，以适应更多应用

扫描

cpcworldwide.com/MPC

或者

扫码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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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C 系列尺寸

密封部件

产品尺寸

A  = 高度/直径 B  = 总长

A
A

B B

接头母座

接头公座 

密封塞 材料 A B  

MPC30003M

MPC30039M

聚碳酸酯
聚砜

0.75" (19.1 mm)

0.75" (19.1 mm)

1.24" (31.5 mm)

1.24" (31.5 mm)

密封盖 带锁 材料 A B

MPC32003

MPC32039

MPCK32003

MPCK32039

聚碳酸酯
聚砜

0.96" (24.4 mm)

0.99" (25.2 mm)

1.30" (33.0 mm)

1.30" (33.0 mm)

端头 公制 聚碳酸酯 
零件编号

聚砜 
零件编号 A  B

1/8" 软管倒钩型 3.2 mm 内径 MPC17002T03 MPC17002T39 0.96" (24.4 mm) 1.10" (27.9 mm)

1/4" 软管倒钩型 6.4 mm 内径 MPC17004T03 MPC17004T39 0.96" (24.4 mm) 1.30" (33.0 mm)

3/8" 软管倒钩型 9.5 mm 内径 MPC17006T03 MPC17006T39 0.96" (24.4 mm) 1.30" (33.0 mm)

1/8" 软管倒钩型，带锁 3.2 mm 内径 MPCK17002T03 MPCK17002T39 1.02" (25.9 mm) 1.10" (27.9 mm)

1/4" 软管倒钩型，带锁 6.4 mm 内径 MPCK17004T03 MPCK17004T39 1.02" (25.9 mm) 1.30" (33.0 mm)

3/8" 软管倒钩型，带锁 9.5 mm 内径 MPCK17006T03 MPCK17006T39 1.02" (25.9 mm) 1.30" (33.0 mm)

端头 公制 聚碳酸酯 
零件编号

聚砜 
零件编号 A  B

1/8" 软管倒钩型 3.2 mm 内径 MPC22002T03M MPC22002T39M 0.60" (15.2 mm) 1.09" (27.7mm)

1/4" 软管倒钩型 6.4 mm 内径 MPC22004T03M MPC22004T39M 0.60" (15.2 mm) 1.30" (33.0 mm)

3/8" 软管倒钩型 9.5 mm 内径 MPC22006T03M MPC22006T39M 0.60" (15.2 mm) 1.30" (3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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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优势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指锁按钮 操作方便，即使戴着手套也能轻松操作

无分型线软管倒钩 防止潜在的泄漏路径

可选锁紧套管 防止意外断开连接

混合和匹配端头尺寸 实现系统和/或应用的灵活性

典型流速：
Cv 值范围：4 - 17 

（适用于 MPX）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 
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
径，而非公称流道。

MPX  
系列连接器
MPX 系列连接器 为介质传输应用增加了易用性和安全性。完

整系列的接头和配置选择，包括压力密封帽和密封塞，尺寸大约适用于 

3/8" 和 1/2" 的管道。MPX 接头提供可选锁紧套管，可进一步防止接头

的意外断开。另外，当连接时，两边接头可旋转，以减少管道扭曲。

您知道吗
MPC 和 MPX 连接器非常适合用于小袋系统，
用于分装介质或存放在袋中的其他产品。

注意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MPX 获取验证和
溶出物数据

规格
工作压力
真空至 60 psi，4.1 bar

工作温度
聚碳酸酯：
-40°C 至 121°C
聚砜： 
-40°C 至 149°C 

灭菌
伽玛射线：达 50 kGy 辐射
高压灭菌器：
聚碳酸酯：最高达 121°C， 
30 分钟，最多重复 10 次 
仅限未连接状态灭菌
聚砜：最高达 132°C， 
60 分钟，最多重复 25 次 
仅限未连接状态灭菌

端头
3/8" 至 1/2" ID（9.5mm 至 12.7mm）

材料
主体部分： 
聚碳酸酯（紫色） 
聚砜（琥珀色）
锁紧套管：  
PVDF（白色）
指锁按钮：  
聚碳酸酯（白色） 
PVDF（白色）
O型圈  
硅胶（透明），铂金硫化

铂金硫化影响接头的性能。测试 CPC 产品是否适宜其应用环境属于客
户责任。

扫描

cpcworldwide.com/MPX

或者

扫码以访问网页

42       cpcworldwide.com/bio · +86 400 990 1978

无菌连接开放式连接技术

http://cpcworldwide.com/MPX
http://cpcworldwide.com/bio


MPX 系列尺寸
接头母座

接头插嘴

密封部件

端头 公制 流量 聚碳酸酯 
零件编号

聚砜 
零件编号 A B  

1/2" 内径软管倒钩型 12.7 mm 
内径

0.50" MPX17803 MPX17839 1.28" (32.5 mm) 1.96" (49.8 mm)

1/2" 内径软管倒钩型，带锁 12.7 mm 
内径

0.50" MPXK17803 MPXK17839 1.28" (32.5 mm) 1.96" (49.8 mm)

端头 公制 流量 聚碳酸酯 
零件编号

聚砜 
零件编号 A B  

3/8" 软管倒钩型 9.5 mm 
内径

0.38" MPX22603M MPX22639M 0.85" (21.6 mm) 1.90" (48.3 mm)

1/2" 软管倒钩型 12.7 mm 
内径

0.50" MPX22803M MPX22839M 0.85" (21.6 mm) 1.90" (48.3 mm)

密封塞 材料 A B  

MPX30003M

MPX30039M

聚碳酸酯
聚砜

1.10" (27.9 mm)

1.10" (27.9 mm)

1.66" (42.2 mm)

1.66" (42.2 mm)

密封盖 带锁 材料 A B  

MPX32003

MPX32039

MPXK32003

MPXK32039

聚碳酸酯
聚砜

1.28" (32.5 mm)

1.28" (32.5 mm)

1.67" (42.4 mm)

1.67" (42.4 mm)

若无特别说明，所有的测量尺寸单位均为英寸（毫米）。管道必须符合规定的内径和外径要求。

A  = 高度/直径 B  = 总长

A
A

BB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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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流速：
Cv 值范围：2 - 32  

（适用于背靠背软管倒钩端头）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 
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
径，而非公称流道。

MPC/MPX 背靠背 
转接头系列
MPC/MPX 背靠背转接头 使终端用户能够灵活地连接管道末

端具有相同接头的一次性系统。结合 MPC 和 MPX 接头，为需要转接 

1/8” 到 1/2” 管径的用户提供了方便的选择。

您知道吗
MPC 和 MPX 连接器非常适合用于小袋
系统，用于分装介质或存放在袋中的其
他产品。

注意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Back-to-Back-Adapters 
获取验证和溶出物数据

特点 优势
兼容 MPC 
和 MPX 系列公座

易于转换到行业标准 
连接或一次性系统

管道变径选项 轻松实现 1/8" 至 1/2" 管径 
多尺寸管道之间的转接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指锁按钮 操作方便，即使戴着手套也能轻松操作

规格
工作压力
真空至 60 psi，4.1 bar

工作温度
聚碳酸酯： 
-40°C 至 121°C
聚砜： 
-40°C 至 149°C

灭菌
伽玛射线：达 50 kGy 辐射
高压灭菌器： 
聚碳酸酯：最高达 121°C， 
30 分钟，最多重复 10 次 
仅限未连接状态灭菌
聚砜：最高达 132°C， 
60 分钟，最多重复 25 次 
仅限未连接状态灭菌

材料
主体部分： 
聚碳酸酯（紫色）
聚砜（琥珀色）
指锁按钮： 
聚碳酸酯（白色）
PVDF（白色）
O型圈 
硅胶（透明），铂金硫化

警告：压力、温度、化学品和工作环境可影响接头的性能。测试 CPC 产
品是否适宜其应用环境属于客户责任。 扫描

cpcworldwide.com/Back-to-Back-Adapters

或者

扫码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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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C/MPX 背靠背系列尺寸
MPC/MPX 背靠背公座转接头——聚砜

MPC/MPX 背靠背母座转接头——聚碳酸酯

MPC/MPX 背靠背母座转接头——聚砜

零件编号 类型 A B  

MPC22C2239M MPC 至 MPC 0.74" (18.8) 2.04" (51.0)

MPC22X2239M MPC 至 MPX 0.98" (25.0) 2.42" (61.5)

MPX22X2239M MPX 至 MPX 0.98" (25.0) 2.73" (69.5)

零件编号 类型 A B  

MPC17C1703 MPC 至 MPC 0.96" (24.5) 1.81" (46.0)

MPX17X1703 MPX 至 MPX 1.28" (32.5) 2.44" (62.0)

MPC17X1703 MPC 至 MPX 1.28" (32.5) 2.13" (54.1)

零件编号 类型 A B  

MPC17C1739 MPC 至 MPC 0.96" (24.5) 1.81" (46.0)

MPX17X1739 MPX 至 MPX 1.28" (32.5) 2.44" (62.0)

MPC17X1739 MPC 至 MPX 1.28" (32.5) 2.13" (54.1)

产品尺寸

A  = 高度/直径

B  = 总长

备注

A

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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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流速：
Cv 值范围：3 - 17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 
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
径，而非公称流道。

MPC/MPX 卫生 
系列连接器
MPC/MPX 卫生连接头 可直接与 3/4"、1"、1-1/2" 的卫生端

头进行连接，灵活性更大，可将部件集成到一次性或混合型（一次性到

不锈钢）工艺系统中。带快速接头的标准袋子系统可以轻松连接到带有

卫生端头的设备，而一次性囊式过滤器可以转换为含快速接头配置，以

实现更大的系统模块化。

您知道吗
MPC 和 MPX 卫生连接器为安装过滤器提供
了更大的灵活性。

注意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Sanitary 获取验证
和溶出物数据

特点 优势

3/4"、1" 和 1-1/2" 卫生端头 用卫生级垫片和卡箍安装到设备上 

兼容 MPC 
和 MPX 系列接头 快速轻松地连接至行业标准的塑料接头

一体式接头转接头 灵活，可轻松转换  滤壳式过滤器或设备上的卫生
端头

材料不含 ADCF 符合 BSE/TSE 要求

规格
工作压力：
真空至 60 psi，4.1 bar

工作温度：
-40°C 至 149°C

灭菌：
伽玛射线：最大 50k Gy 辐射 
高压灭菌器： 最高达 132°C，60 分钟，最
多重复 25 次。仅限未连接状态灭菌。

端头：
3/4"、1" 以及 1-1/2" 卫生型

材料：
主体部分： 
聚砜（琥珀色）
指锁按钮：  
PVDF（白色）
O型圈: 硅胶（透明)，铂金硫化

警告：压力、温度、化学品和工作环境可影响接头的性能。测试 CPC 产
品是否适宜其应用环境属于客户责任。

扫描

cpcworldwide.com/Sanitary

扫码以访问网页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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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C/MPX 卫生系列尺寸

接头母座——聚砜

接头公座——聚砜

零件编号 尺寸 A B C

MPC3301239 3/4" 0.98" (24.9) 1.40" (35.6) 1.0" (25.4)

MPX3301239 3/4" 1.28" (32.5) 1.70" (43.2) 1.0" (25.4)

MPC3301639 1" 1.50" (38.1) 1.40" (35.6) 1.50" (38.1)

零件编号 尺寸 A B

MPC44012T39M

MPC44024T39M

3/4"

1-1/2"

0.98" (24.9)

1.98" (50.3)

1.40" (35.6)

1.40" (35.6)

MPX44012T39M

MPX44024T39M

3/4"

1-1/2"

0.98" (24.9)

1.98" (50.3)

1.71" (43.4)

1.71" (43.4)

产品尺寸

备注

A
A

BB

C

A  = 高度/直径

B  = 总长

C  = 卫生法兰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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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流速：
Cv 值范围：18 - 41 

（适用于 MPU）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 
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
径，而非公称流道。

MPU  
系列连接器
MPU 连接器的旋转式设计 具有简单易用的锁紧结构，可避

免发生意外断开，提供可靠且安全的连接。3/4" 和 1" 软管倒钩型提供

顺畅快速的介质传输。

您知道吗
MPU 连接器非常适合连接到一次性混合器
或一次性生物反应器，传输大量介质。

注意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MPU 获取验证和
溶出物数据

特点 优势

3/4" 和 1" 软管倒钩型 便于生物工艺袋子的快速填充和排空

锁定功能 防止意外断开

尖倒钩端 最大程度减少液体扰动和死腔

有护罩、无泄漏密封和流畅 
的内部流动路径

保护重要液体，消除 
污染液体路径的可能性

规格
工作压力 
真空至 35 psi，2.4 bar

工作温度
-40°C 至 149°C

灭菌
伽玛射线：最大 50k Gy 辐射 
高压灭菌器：最高达 132°C， 
60 分钟，最多重复 25 次 
仅限未连接状态灭菌

管道尺寸
3/4" 内径 (19.0 mm)、1" 内径 (25.4 mm)

材料
主体部分： 
聚砜（琥珀色）
O 型圈：硅胶（透明)，铂金硫化

警告：压力、温度、化学品和工作环境可影响接头的性能。测试 CPC 产
品是否适宜其应用环境属于客户责任。

cpcworldwide.com/MPU

扫描

扫码以访问网页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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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U 系列尺寸

产品尺寸

A  = 高度/直径

B  = 总长A A

B B

接头母座——聚砜

接头公座——聚砜

密封组件——聚砜

密封盖 材料 A B  

MPU32039 聚砜 1.75" (44.5mm) 0.79" (20.1mm) 

MPU30039M 聚砜 1.56" (39.6mm) 1.38" (35.1mm)

端头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3/4" 内径软管倒钩型 19.0 mm 内径 MPU171239 1.75" (44.5 mm) 2.37" (60.2 mm)

1" 内径软管倒钩型 25.4 mm 内径 MPU171639 1.75" (44.5 mm) 2.37" (60.2 mm)

端头 公制 零件编号 A B  

3/4" 内径软管倒钩型 19.0 mm 内径 MPU221239M 1.9" (48.3 mm) 2.88" (73.2 mm)

1" 内径软管倒钩型 25.4 mm 内径 MPU221639M 1.9" (48.3 mm) 2.88" (73.2 mm)

要连接两个 MPU 组件，将公座组件上的两个凸起
部分对齐并压入母座（或盖）组件上的凹口，然后
将两个组件旋转 ¼ 圈，直到两个产品锁定在一起。

MPU 装配程序

第 1 步

要断开两个 MPU 组件，按公座（或插头）组件上
的两个闩锁，同时转动两个单独的 MPU 组件 ¼ 圈
使其分离。

第 2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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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蒸汽 (SIP) 技术



STEAM-THRU
STEAM-THRU

特点 优势

创新型三端口设计 实现真正的原位蒸汽蒸汽流通工艺，避免“死角”
及层流罩之需

直观的阀门设计 实现无菌连接/断开，同时允许高介质流速

Steam-Thru II 指锁按钮 牢固锁定阀门位置，可视工艺状态

3/4" 和 1-1/2" 卫生端头 轻松连接到工艺设备

AseptiQuik Steam-Thru 组合的其他特性和优势：

不分公母的 AseptiQuik
对接的两个接头使用同一个型号，方便简化一次
性系统的物料管理

翻转—咔嗒—拉拔 直观的三步骤连接过程，降低因操作失误所导致
的风险

CPC 咔嗒声 装配声音确认，不需要额外的硬件

两个接头之间的卫生接口 比使用扎带更安全

什么是原位蒸汽 (SIP) 技术？

CPC 的 Steam-Thru® 技术的创新三端口设计可实现 SIP 蒸汽通路和液体传输 

（流动）通路之间的简单触发。  在灵活的一次性管道和不锈钢加工设备之间轻松建立无菌

连接。  Steam-Thru 产品系列可在连接器的一次性使用侧提供 3/8" 和 1/2" 内径管道的

连接选项，以及 3/4" 和 1-1/2" 卫生连接，以连接不锈钢加工设备，从而为您的工艺提供

多功能性。

公称流道 (NFP) 大小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径，而不是 NFP。

AQ AQ

NFP CV 范围

AQS 
STEAM-THRU II

(0.375") 1.0 - 2.0

NFP CV 范围

AQG 
STEAM-THRU II

(0.5") 3.0 - 9.0

NFP CV 范围

STEAM-THRU (0.5") 4.0 - 7.0 

NFP CV 范围

STEAM-THRU II (0.5") 3.0 -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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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系统 
端头 设备端口端头

冷凝 
端口 
端头

产品 
特性

灭菌 
选项 

（选择 1）

原
位
蒸
汽

流量 
信息

软管 
倒钩

ASEPTI- 
QUIK 卫生型 卫生型

STEAM-THRU P P P P P P P P P 1/2" 4.0 – 7.0

STEAM-THRU II P P P P P P P P P P P 1/2" 3.0 – 9.0

ASEPTIQUIK S 
STEAM-THRU II P P P P P P P P P P 3/8" 1.0 – 2.0

ASEPTIQUIK G 
STEAM-THRU II P P P P P P P P P P 1/2" 3.0 – 9.0

STEAM-THRU 接头选项

STEAM-THRU II 装配程序

3/8
"

1/2
"

AQ
S

AQ
G

3/4
"

1-
1/2

"

3/4
"

蒸
汽

开
启

蒸
汽

关
闭

指
锁

按
钮

启
动

伽
玛

兼
容

可
高

压
灭

菌

公
称

流
道

CV
 值

范
围

第 1 步 第 2 步 第 3 步 第 4 步

第 5 步 第 6 步 第 7 步 第 8 步

使用卫生垫片和卫生卡箍将
设备端口连接到不锈钢加工
设备。

移除保护罩后，您现在可以
按下指锁按钮，将连接器从
蒸汽位启动到流体位。

根据验证的参数进行原位蒸
汽灭菌，并使连接器冷却至
室温。

按下指锁按钮，将连接器从
流体位启动到蒸汽位，再将
保护罩安装回原位。

使用卫生垫圈和卡箍将蒸汽
冷凝水管路连接到蒸汽冷凝
水端口。

通过连接器传输液体。

从连接器指锁按钮上方取下
塑料保护罩，并将其转移到
正上方的其中一个拉片上。

执行第二个原位蒸汽循环以“
关闭蒸汽”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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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流速：
Cv 值范围： 
4.0 - 7.0（适用于 Steam-Thru） 
3.0 - 9.0（适用于 Steam-Thru II）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计）。 
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头直
径，而非公称流道。

STEAM-THRU®  
系列连接器
通过 Steam-Thru® 连接器 对不锈钢生物制药加工设备和一次性无

菌袋以及管路组件进行快速、方便的无菌连接。一次性设计，消除了不必要的清

洁程序，减少了可重复使用部件的验证负担，从而节约时间和金钱。

您知道吗
Steam-Thru 连接器是工厂中任何混合型
加工的理想选择。如果使用不锈钢生物反
应器和一次性系统，在一次性系统上使用 
Steam-Thru 连接器，并将其直接安装到生
物反应器上，可在两个系统之间轻松建立
无菌连接。

注意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STC 获取验证和溶
出物数据

特点 优势

创新型三端口设计 实现真正的原位蒸汽流通工艺，避免“死角”及层
流罩之需

阀门设计 允许无菌连接和断开，允许高流速

Steam-Thru II 指锁按钮 牢固锁定阀门位置，可视工艺状态

3/4" 和 1-1/2" 卫生端头 轻松连接到工艺设备

规格
操作条件

（液体传输）

蒸汽位
温度：
4°C 至 40°C 
压力：
最高 30 psi，2.1 bar (Steam-Thru)  
最高 35 psi，2.4 bar (Steam-Thru II)

流体位
温度：4°C 至 40°C 
压力：真空至 20 psi，1.4 bar

灭菌
完整的连接器组装
 伽玛射线：达 50 kGy 辐射 
 高压灭菌器：最高 129°C， 
 60 分钟
原位蒸汽 (SIP)： 
最高 130°C（达~24psi）， 
60 分钟 (Steam-Thru) 
最高 135°C（达~31psi）， 
60 分钟 (Steam-Thru II)

端头
3/8" (9.5mm) 至 1/2" (12.7mm) ID 软管倒钩
型 (Steam-Thru) 
3/8" (9.5mm) 至 1/2" (12.7mm) ID 软管倒钩
型和 3/4" 卫生型 (Steam-Thru II)

材料
接头：聚砜（琥珀色）
O型圈： 硅胶（透明），铂金硫化
可拆除套管：聚碳酸酯 

注意：蒸汽压力根据文献中的“蒸汽表”信息估算
cpcworldwide.com/STC

扫描

或者

扫码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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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头 零件编号 A B  C  D E  

3/4" X 3/4" 卫生 X 1/2" HB STC2020000 1.42" (36.1 mm) 6.84" (173.7 mm) 5.93" (150.6 mm) 2.40" (61.0 mm) 0.88" (22.4 mm)

3/4" X 3/4" 卫生 X 3/8" HB STC2020100 1.42" (36.1 mm) 6.76" (171.7 mm) 5.93" (150.6 mm) 2.40" (61.0 mm) 0.80" (20.3 mm)

3/4" X 1-1/2" 卫生 X 1/2" HB STC2020200 1.42" (36.1 mm) 6.84" (173.7 mm) 5.93" (150.6 mm) 2.40" (61.0 mm) 0.88" (22.4 mm)

3/4" X 1-1/2" 卫生 X 3/8" HB STC2020300 1.42" (36.1 mm) 6.76" (171.7 mm) 5.93" (150.6 mm) 2.40" (61.0 mm) 0.80" (20.3 mm)

3/4" X 3/4" 卫生 X  
3/4" 卫生

STC2020900 1.42" (36.1 mm) 6.60" (167.6 mm) 5.93" (150.6 mm) 2.40" (61.0 mm) 0.62" (15.7 mm)

3/4" X 1-1/2" 卫生 X  
3/4" 卫生

STC2021000 1.42" (36.1 mm) 6.60" (167.6 mm) 5.93" (150.6 mm) 2.40" (61.0 mm) 0.62" (15.7 mm)

STEAM-THRU 系列尺寸

STEAM-THRU II 系列尺寸

聚砜，带聚碳酸酯套管

聚砜，带聚碳酸酯套管

STEAM-THRU 配置
Steam-Thru 接头的三端口设计可使蒸汽通
过低端口直接进入不锈钢设备。完成原位蒸
汽循环之后，连接器的阀门打开，为一次性
系统形成无菌流动路径。

若无特别说明，所有的测量尺寸单位均为英寸（毫米）。管道必须符合规定的内径和外径要求。

STEAM-THRU II 配置
Steam-Thru II 接头提供灵活的“蒸汽开”和“
蒸汽关”功能。创新型设计可使阀门返回到蒸
汽位置，在流体传输完成后进行第二个 SIP 
循环。一次性使用系统的“蒸汽关”断开功
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与可重复使用部件的交
叉污染风险。

A

B

D

E

A

B

D

E

A  = 直径

B  = 总长

C  = 阀门转换长度

D  = 高度

E  = 软管倒钩长度

A  = 直径

B  = 总长

C  = 阀门转换长度

D  = 高度

E  = 软管倒钩长度

端头 零件编号 A B  C  D E  

3/4" X 3/4" 卫生 X 1/2" HB STC1700000 1.20" (30.5 mm) 5.09" (129.3 mm) 4.44" (112.8 mm) 2.00" (50.8 mm) 0.89" (22.6 mm)

3/4" X 3/4" 卫生 X 3/8" HB STC1700100 1.20" (30.5 mm) 4.80" (121.9 mm) 4.15" (105.4 mm) 2.00" (50.8 mm) 0.60" (15.2 mm)

3/4" X 1-1/2" 卫生 X 1/2" HB STC1700200 1.20" (30.5 mm) 5.09" (129.3 mm) 4.44" (112.8 mm) 2.00" (50.8 mm) 0.89" (22.6 mm)

3/4" X 1-1/2" 卫生 X 3/8" HB STC1700300 1.20" (30.5 mm) 4.80" (121.9 mm) 4.15" (105.4 mm) 2.00" (50.8 mm) 0.60" (15.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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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头
3/8" (9.5mm) 至 1/2" (12.7mm) ID 软管倒钩
型 (Steam-Thru) 
3/8" (9.5mm) 至 1/2" (12.7mm) ID 软管倒钩
型和 3/4" 卫生型 (Steam-Thru II)

材料：
主体部分：
AseptiQuik——聚碳酸酯（白色）
Steam-Thru II ——聚砜（琥珀色）
密封圈：硅胶（透明），铂金硫化
可拆卸套管：聚碳酸酯（白色）
拉片： 
聚碳酸酯（蓝色标准型） 
聚碳酸酯（白色高温型）
薄膜： 
聚乙烯（标准型） 
疏水聚醚砜（高温型），PTFE 条带贴纸
卡箍：尼龙 66（白色）

注意：蒸汽压力根据文献中的“蒸汽表”信息估算

典型流速：
Cv 值范围： 
1 - 2（适用于 AQSSTCII） 
3 - 9（适用于 AQGSTCII） 

Cv 值代表在室温下 1 PSI 压降时水的近似预期流速（以加仑/分钟
计）。流量通常受到最小直径的限制，在某些情况下，最小直径是端
头直径，而非公称流道。

ASEPTIQUIK® STC II  
系列连接器
AseptiQuik® STC 连接器 集成了 AseptiQuik® 无菌连接器和  

Steam-Thru® II 在位蒸汽连接器，为混合型不锈钢和一次性系统的连接提供了 

更大的灵活性。

通过卫生卡箍将两个接头合并成一个单元，使 AseptiQuik 无菌连接能够通过 
SIP 在不锈钢设备上进行蒸汽灭菌。完成 SIP 循环后，可连接各种一次性系统。

注意
请访问  
cpcworldwide.com/AseptiQuik-STC 获取验证
和溶出物数据

规格
操作条件

（液体传输）
蒸汽位：
温度：最高 135°C，60 分钟

压力
最高 35 psi，2.4 bar
流体位： 
温度：4°C 至 40°C 
压力：最高 20 psi，1.4 bar

灭菌
完整的连接器组装：
 伽玛射线：达 50 kGy 辐射 
 高压灭菌器：高温 (HT) 型 
 最高 130°C，60 分钟 
 (AQGSTC) 
原位蒸汽 (SIP)： 
最高 135°C (~31 psi)，60 分钟 

您知道吗
AQSSTC 提供与 Steam-Thru II 相同的无
菌混合技术，但更紧凑。AQSSTC 有一个 
AseptiQuik，安装在 Steam-Thru 连接器的一
次性端口上。这意味着在原位蒸汽工艺中，
在生物反应器上安装的一次性系统更少。在 
原位蒸汽工艺之后，在启动到流量位之前，
在任何一点连接 AQS 的另一端。
 

cpcworldwide.com/AseptiQuik-STC

扫描

或者

扫码以访问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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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PTIQUIK STC 系列尺寸

特点 优势

不分公母的 AseptiQuik
对接的两个半体使用同一个型号，方便简化一
次性系统的物料管理

翻转—咔嗒—拉拔 直观的三步骤连接过程，降低因操作失误所导
致的风险

CPC 咔嗒声 装配声音确认，不需要额外的硬件

创新型三端口蒸汽设计 实现真正的 SIP 蒸汽穿透灭菌程序，避免“死角”

蒸汽阀设计 允许无菌连接和断开不锈钢设备，允许高介质
流速。

两个连接器之间 
的卫生接口 比使用扎带更安全

端头 零件编号 A B  C  

3/4" X 3/4" 卫生型 STEAM-THRU II，
带 ASEPTIQUIK G 母座

AQGSTC2330900 3.05" (77.5 mm) 8.26" (209.8 mm) 7.36" (186.9 mm)

3/4" X 1-1/2" 卫生型 STEAM-THRU 

II，带 ASEPTIQUIK G 母座

AQGSTC2331000 3.05" (77.5 mm) 8.26" (209.8 mm) 7.36" (186.9 mm)

3/4" X 3/4" 卫生型 STEAM-THRU II，
带 ASEPTIQUIK S 母座

AQSSTC2330900 2.45" (62.2 mm) 8.20" (208.2 mm) 7.30" (185.4 mm)

3/4" X 1-1/2" 卫生型 STEAM-THRU 

II，带 ASEPTIQUIK S 母座

AQSSTC2331000 2.45" (62.2 mm) 8.20" (208.2 mm) 7.30" (185.4 mm)

端头 零件编号 A B  C  

3/4" X 3/4" 卫生型 STEAM-THRU II，
带 ASEPTIQUIK G 母座

AQGSTC2330900HT 3.05" (77.5 mm) 8.26" (209.8 mm) 7.36" (186.9 mm)

3/4" X 1-1/2" 卫生型 STEAM-THRU 

II，带 ASEPTIQUIK G 母座

AQGSTC2331000HT 3.05" (77.5 mm) 8.26" (209.8 mm) 7.36" (186.9 mm)

3/4" X 3/4" 卫生型 STEAM-THRU II，
带 ASEPTIQUIK S 母座

AQSSTC2330900HT 2.45" (62.2 mm) 8.20" (208.2 mm) 7.30" (185.4 mm)

3/4" X 1-1/2" 卫生型 STEAM-THRU 

II，带 ASEPTIQUIK S 母座

AQSSTC2331000HT 2.45" (62.2 mm) 8.20" (208.2 mm) 7.30" (185.4 mm)

产品尺寸

A

B

A  = 高度/直径

B  = 总长

组合产品——聚碳酸酯，带蓝色拉片，Steam-Thru II——用于伽玛照射应用。 

组合产品——聚碳酸酯高温型，带白色拉片，Steam-Thru II——用于高压灭菌器或伽玛照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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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福（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391 号，
新漕河泾国际商务中心，A 座 1802 室 
邮编：200233

电话：+86 21 2411 2666 
免费电话：+86 400 990 1978

COLDER PRODUCTS COMPANY GMBH
KURHESSENSTRASSE 15
64546 MÖRFELDEN-WALLDORF
GERMANY

电话：+49 6105 9743-003

COLDER PRODUCTS COMPANY
2820 CLEVELAND AVE. N.,
ROSEVILLE, MINNESOTA 55113
U.S.A.

电话：+1 (651) 645-0091
传真：+1 (651) 645-5404
免费电话：+1 (800) 519-7633

CPC 保修声明：CPC (Colder Products Company) 向消费者保证，自 CPC 向最初客户（无论产品是否存在后续销
售）销售产品之日起的 12 个月保修期内，其产品不会出现工艺和材料缺陷。如果产品遭到滥用、改装、篡改，或
者安装或使用方式与 CPC 的书面建议、规范和/或说明不一致，或者由于正常的磨损而导致无法运转，则本保修无
效。CPC 不保证产品适用于任何特定应用。决定产品应用的适用性是客户的责任。CPC 不对因使用或无法单独或与
其他产品组合使用其产品而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特殊、间接、附带、结果性或其他损害负责，包括但不限于丢失、损
坏、人身伤害或任何其他费用。所有其他明示或默示的担保，无论口头、书面还是任何其他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适
销性或适用于特定用途的保证，均明确排除在外。本保修声明项下的唯一和排他性补救措施仅限于更换有缺陷的产
品或给予等于原始售价金额的账款抵免额，具体由 CPC 决定。所有涉嫌有缺陷的 CPC 产品必须通过预付运费退还 
CPC，并随附描述产品应用和性能的信息，除非 CPC 书面授权另行安排。

CPC 专利声明：CPC 为其创新型快速接头、连接器和配件解决方案感到自豪，许多产品已被授予美国和国际专利。 
CPC 在快速接头市场拥有强大的领导地位，并且积极追求和保护其专有信息和知识产权。如果切实可行并对客户有
益，CPC 就会授权其专有技术。请联系 CPC 讨论您的独特需求。

CPC 商标声明：AseptiQuik®、BottleQuik®、BreakAway®、ChemQuik®、DrumQuik®、FitQuik®、IdentiQuik®、 
Nu-Seal®、SnapQuik®、Steam-Thru®、Softube® 是经美国专利商标局注册的商标。所有其他商标或服务标记均为
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警告：由于可能存在的流体介质和操作条件多样，使用本产品可能会导致意外的后果，这些
均不在 CPC 的控制范围之内。用户有责任仔细确定和测试产品对于其应用的兼容性。所有这些风险应由买方承担。

版权所有 © 2023 COLDER PRODUCTS COMPANY。保留所有权利。Colder Products Company、Colder Products 以
及 CPC 是经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注册的商标。

警告：由于各种可能的流体介质和操作条件的不同，使用本产品可能会导致意外的后果，这些均不在 CPC 的控制范
围之内。用户有责任仔细确定和测试产品对于其应用的兼容性。所有这些风险应由买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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