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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托克成立于1998年，为全球领先的管阀件供应商。目前，集

团在德国和中国设有制造基地，在德国、美国、加拿大、中国和阿

联酋设有销售服务中心。

        飞托克的产品主要分为以下5类：
 
       ◆ 高纯及超高纯管阀件

       ◆ 通用仪表管阀件

       ◆ 中高压管阀件

       ◆ 取样系统

       ◆ 钢管

       自飞托克成立之初，我们就建立了完善的品质管理体系。飞托

克德国工厂和中国工厂都已通过了ISO9001:2015认证。产品获得

了多国行业协会或认证机构颁发的认证证书，其中包括TA-Luft(德

国洁净空气标准)证书、ABS(美国船级社)证书、ASTM F1387(管道

系统和配管的机械连接管件性能标准规范)证书、ISO15848(工业阀

门散逸排放测量，测试和鉴定标准)证书、TPED(欧盟移动承压设备

指令)证书、CRN(加拿大压力容器注册号)证书、DVGW(德国燃气与

水工业协会)证书、PED(欧盟承压设备CE认证)证书、API(美国石油

学会)证书以及DOT(美国交通部)证书等。
 
       我们使用特别订制的原材料，严格管控产品的制造过程并采用

高于行业要求的检测标准，确保了产品的优异表现。除此以外，飞

托克的优势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遍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使我们能充分、合理地利用全球源，

     客户提供最高性价比的产品；

◆ 充足的原材料库存及柔性制造系统，能迅速满足客户特殊材质

     及定制产品的需求；

◆ 业内最宽的产品范围及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流体系

     统一站式解决方案；

◆ 愿意在全球各地为最终用户及代理商备库存，为客户节省资金 

     成本及仓储费用，避免呆滞料的产生并缩短交货期。 
      
       作为行业领军企业，我们承诺以最优的品质及最专业的服务向客户

提供最具竞争力的产品。

飞托克中国深圳公司

中国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南路

英泰工业区E区C栋1至4层

电话:+86 755 2803 2500

传真:+86 755 2803 2619 

飞托克 公司中国苏州

江苏省常熟市辛庄镇杨园工业

园长盛路29号

+86 512 5247 9001

传真:+86 512 5247 9002

电话:

飞托克德国公司

德国奥芬巴赫市施普林德林格尔大街115号

电话:+49 69 8900 4498

传真:+49 69 8900 4495

飞托克美国公司

美国德克萨斯州斯塔福北大道13843号#750

+1 281 888 0077

传真:+1 281 582 4051

电话:

飞托克阿联酋公司

阿联酋迪拜德拉区机场路
马可塔布商务中心

+971 4 2959 853

传真:+971 4 2959 854

电话:

关于飞托克

01/02

飞托克加拿大公司

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市

罗珀路5407号

电话:+1 780 966 8895

www.fitok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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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ITOK 级 百级洁净室 进行超高纯清洗、焊接、装配、测试和包装，确保产品不被污染。  ISO 5 / 中

FITOK 超高纯产品是精密设计和制造的，服务于超高纯应用，如半导体、高科技显示器行业 LCD、OLED 和

LED) 和太阳能电池行业。

 (  

我们的使命

成为全球领先的管阀件

供应商，提供最优质的

产品和先进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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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面密封接头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689 bar (10,0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538°C (1000 °F)

尺寸范围：1/16" - 1"

微型焊接接头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586 bar (8,5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538 °C (1000 °F)

尺寸范围：1/8" - 1/2"

O 形圈面密封接头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985 bar (14,3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287 °C (550 °F)

尺寸范围：1/8" - 1"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351 bar (5,1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538 °C (1000 °F)

尺寸范围：1/4" - 1"

卡套管对焊接头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351 bar (5,1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538 °C (1000 °F)

尺寸范围：1/4" - 1"

自动卡套管对焊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351 bar (5,1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538 °C (1000 °F)

尺寸范围：1/4" - 4"

管状接头

05/06www.fitok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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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瓶接头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351 bar (5,1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538 °C (1000 °F)

www.fitokgroup.com

隔膜阀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310 bar (4,5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160 °C (320 °F)

尺寸范围：1/4" - 1"

波纹管阀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172 bar (2,5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450 °C (842 °F) 

尺寸范围：1/4" - 1"

波纹管计量阀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48 bar (7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450 °C (842 °F) 

尺寸范围：1/4" - 1/2"

高纯气体调压阀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310 bar (4,5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150 °C (302 °F)

尺寸范围：1/4"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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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A 管阀件

过滤器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414 bar (6,0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450 °C (842 °F) 

尺寸范围：1/4" - 1/2"

BA、EP 管

 尺寸范围：1/4" - 2 1/2 ", 6A - 50A

快速接头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414 bar (6,0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204 °C (400 °F)

尺寸范围：1/4" - 1"

卡套接头

工作压力：依据配管压力

工作温度：-196°C - 538°C (-320°F - 1000°F)

尺寸范围：1/16" - 1 1/2"

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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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管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345 bar (5,0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426 °C (800 °F) 

尺寸范围：1/4" - 2"

工作温度：-31 °C 至 204 °C (-25 °F 至 400 °F)

尺寸范围：1/16" - 1 1/2"

VL 系列真空管接头

工作温度：-20 °C 至 150 °C (-4 °F 至 302 °F)

尺寸范围：1/8" - 2"

VA 系列真空转换接头

单向阀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414 bar (6,0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204 °C (400 °F) 

尺寸范围：1/4" - 1"

锁紧装置

尺寸范围：1/4"、1/2"

针阀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689 bar (10,0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649 °C (1200 °F) 

尺寸范围：1/4" - 1"

工具

手动弯管器、割管刀

球阀

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689 bar (10,000 psig)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232 °C (450 °F) 

尺寸范围：1/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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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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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美国船级社)ASTM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  TA-Luft (德国洁净空气标准)

DVGW (德国燃气与水工业协会)API 607 阀门防火认证 CRN (加拿大压力容器注号)

  FITOK 德国 ISO 14001
和 OHSAS 18001

  FITOK 德国 ISO 9001 百级洁净室

FITOK 中国 ISO 9001 FITOK 中国 OHSAS 18001FITOK 中国 ISO 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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