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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年

仪表管阀件行业经验

5 个国家分布

销售和生产基地

5 大产品线

600+ 吨

常备原材料库

产品销往

100+ 
个国家和地区

80+ 
项专利

覆盖仪表管阀件

行业需求

关于飞托克关于飞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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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韩国和中国武汉、深圳及苏州设有制造

基地，在德国、美国、中国和阿联酋设有销售服务中心。

我们的优势：

1.  专注仪表管阀件行业：拥有超过25年的丰富设计和制造经验，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行业领先的研发能力：超过100人的专业工程师团队及80多项专利。

3.  精益可靠的质量管理：取得多项国际权威管理体系认证和产品认证。

4.  快速高效的产品交付：制造基地和服务中心在全球布局，能更快地交付产品并响应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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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托克美国
制造基地和全球营销中心
—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

飞托克德国
研发及制造中心

— 位于德国奥芬巴赫

飞托克中东
区域销售和服务中心
— 位于阿联酋迪拜

飞托克韩国
制造基地和销售中心

— 位于韩国京畿道乌山市

飞托克武汉
制造基地

— 位于中国武汉

飞托克深圳
制造基地

— 位于中国深圳

飞托克苏州
钢管厂

— 位于中国苏州



氢能源乘用车

氢能源船舶

氢气长管拖车

氢气压缩机

加氢机

压缩氢气存储罐

分布式储能发电

制氢系统

卸车柱

加氢站

H 2 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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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氢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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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H2

H2

H2

H2

H2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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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应用典型场景氢气应用典型场景

氢能源商用车

我们在氢气应用领域的服务我们在氢气应用领域的服务

定制化产品开发

产品技术及选型

系统设计及集成

安装指导及培训

产品快速交付

从单独产品供应到系统集成，FITOK 可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以满足飞速发展的

应用市场的需求。

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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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

氢脆现象是指氢原子进入金属的晶格空隙之中并进行扩散运动，在材料缺陷位

置原子重新结合或者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形成气态分子后，体积迅速膨胀导致

该位置产生裂纹。氢脆现象一经产生就无法消除，因此只可防，不可治。

氢脆现象：

铬 (Cr)：提高耐腐蚀性能，铬可以形成致密的、稳定的三氧化二铬保护膜，使

        钢处于钝化状态。

镍 (Ni)：形成并稳定奥氏体，使不锈钢获得完全的奥氏体组织。增加镍含量既

        提高不锈钢的强度、低温和焊接等机械性能，又提高抗高温氧化及抗

        氢脆等耐腐蚀性能。

产品技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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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镍含量大于12%，镍当量不小于28.5%的不锈钢材料有优异的抗氢

脆能力。FITOK 针对氢气应用的特点及行业标准，专门开发了代码为 SH 的原

材料，此材料在高压环境下抗氢脆性能好，可同时满足国内外多种标准要求。

FITOK 准标ASTM A479

12-14Ni

≥28.5 Nieq (%)

Cr

Mo

17-18

2.6-3.0

10-14

16-18

标准

2.0-3.0

＞22.4

牌号
高级-316/316L

(代码 SH)
316

元素
(%)

O形圈
氢气应用领域使用的O形圈有着独特的工况

低温：氢气在充装到氢燃料车前，需要进行预冷

处理 (-40 °C)，以防止膨胀放热导致储罐破裂的风险，

过低的使用温度下O形圈可能失去弹性从而失去密封

性能。

压力循环：从充装氢气到结束泄压，阀门及接

头的非金属O形圈会在 0 MPa ~ 最大工作压力之下反

复循环，高压状态下小分子的氢气会渗漏进O形圈内

部，在剧烈的压力变化下氢气分子使得O形圈表面发

生起泡甚至龟裂现象。

FITOK 为 -H2 及 -EC79 后缀产品匹配了与氢气兼容的低温O形圈，在极端苛刻的工况下，能始终保持高可靠性。

氢气应用领域的产品氢气应用领域的产品



07  产品氢气应用 氢气应用   08产品

常用产品

球阀
(BU 系列)

双卡套接头
( )6 系列 / 20D 系列

针阀
(10N 系列 / 15N 系列 / 20N 系列)

单向阀
(CH 系列)

过流量阀
(EV 系列)

过滤器
(FT 系列)

钢管
(TMP 系列 / TCT 系列 T15 系列
 T20D 系列 T20M 系列)

 /  
/  / 

管路应用减压阀
(HPL 系列)

最大工作压力 138 MPa 安装快捷简

便的双卡套接头，在各种严苛工况下可

靠性高，已取得欧盟 EC79 认证。

，

专为氢燃料车严苛的工况设计的球阀，采

用氢气兼容性非金属材料，各种工况下性

能可靠。可应用于 35 MPa 氢燃料车。

从 35 MPa 车载应用到 100 MPa 氢

气压缩机，可提供各种外径、壁厚

和不同连接形式的钢管。

最大工作压力 138 MPa 经特殊表面处理

的阀头和氢气兼容的填料可提供更好的密

封性，结构设计满足高循环使用的要求。

， 金
H 和 MM

属波纹软管
(M  系列)

型号带有 -EC79 后缀的产品，按照 EC79 标准设计、

制造和测试，并已取得 EC79 证书

型号带有 -H2 后缀的产品，参照 EC79 标准设计、

制造和测试

标准型号产品，适用于普通氢气应用

如果需要 UN/ECE R134, ANSI HGV 或其他

证书，请联系 FI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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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 EC79 认证的产品其他产品

隔膜阀 快速接头

面密封接头 取样系统

气动球阀

元件分别在环境温度和0.02倍额定

工作压力下、环境温度和额定工作

压力下、最低温度和0.02倍及额定

工作压力下、最高温度和0.02倍及

1.25倍额定工作压力下进行气体泄

漏测试，3分钟内无气泡产生。

试样被拉伸20%后暴露于臭氧浓度

为一亿分之五十的空气中120小时，

无可见裂纹。

元件从 2 MPa 到1.25倍的额定工

作压力下经过多次液压循环测试
后，进行外漏试验。

外漏试验

臭氧兼容性试验液压循环试验
试样在规定温度下，持续暴露于

2 MPa 的氧气达96小时，物理性

能应满足要求，且无可见裂纹。

元件按 ISO-9227 标准进行144小时

盐雾试验后，进行外漏试验。

耐腐蚀性试验

老化试验

此认证是欧洲理事会 (EC) 关于氢动力机动车辆型式认证的第 79/2009 号法规

认证的简称。它设置了一系列试验以验证氢燃料车用元件的可靠性，它延伸出

来的 UN/ECE-R134、ANSI HGV 等认证如今也成为了各国氢燃料车标准的典范。

关于 EC79 认证

O3

元件应经受25次连接 / 断开循环后，

进行外漏试验。

耐久性试验

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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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D 系列双卡套接头

EC79认证和证书

EC79 双卡套接头 认证 标记

固定圈数安装，方便快捷，一致性高

极端苛刻条件下的可靠性高

20D 系列双卡套接头 (70 MPa)
FITOK 独特的双卡套接头，和常规卡套接头一样仅使用扳手就可以安装。配合氢气专用的 FITOK T20D 系列钢管可以达到

最佳使用效果。也可配合 FITOK T20M 系列锥面螺纹 C&T 钢管使用。安装方式略有不同，详情请咨询 FITOK。

本体
前卡套后卡套螺母

在安装过程中用扳手 (不需要扭矩扳手)

拧紧一定圈数之前，手紧螺母。

前后卡套都紧紧抓住钢管，以确保可靠
的气体密封和高安全系数。

较长的管子支撑面，
提高了抗振性能。

外螺纹处喷涂二硫化钼，减小摩擦。

T20D 钢管

6 系列双卡套接头 

EC79认证和证书

EC79 双卡套接头 认证 标记

极端环境下出色的密封性能

经过验证的高可靠性 

6 系列双卡套接头 (35 MPa)
在火电、核电、石化、半导体和氢气应用等领域，FITOK 6 系列双卡套接头凭借其优异的产品性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配合 

FITOK TMP 系列钢管能获得最佳使用效果。

TMP 仪表钢管

本体
前卡套后卡套

螺母

后卡套低温渗碳硬化处理

螺纹处镀银处理，减小
安装摩擦力，防止咬死。

在安装过程中用扳手 (不需要扭矩扳手)

拧紧一定圈数之前，手紧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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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规格：

1/4"×0.065" 3/8"×0.083"

1/2"×0.109" 9/16"×0.125"

3/4"×0.165"

1/4"×0.0705" 3/8"×0.086"

9/16"×0.125" 3/4"×0.156"

1"×0.219"

T20D 中压双卡套钢管 
(138 MPa) 

T20M 中压锥面螺纹 C&T 钢管 
(138 MPa) 

常用材料：
316/316L 镍含量 10% 

高级 316/316L 镍含量 12% 镍当量≥28.5%

： ≥

- ： ＞ ，

标准出货长度：

1/4"×0.035" 1/4"×0.049"

5/16"×0.049" 3/8"×0.065"

1/2"×0.065"

1/4"×0.035" 1/4"×0.049"

3/8"×0.065" 1/2"×0.065"

1/2"×0.083"

TMP 仪表钢管 
(83 MPa) 

TCT 仪表钢管 
(83 MPa) 

1/2"×0.083"

T20D 中压双卡套钢管 
(138 MPa)

T20M 中压锥面螺纹 C&T 钢管
(138 MPa)

氢气专用钢管
材料镍含 量 ＞12%，镍当量≥28.5% 

冷拉硬化无缝钢管

硬化处理，在满足更高的工作压力的情况下 (138 MPa) 

壁厚更小，流通面积更大

严格控制的外径公差及壁厚范围，减小安装扭矩及圈数

配合 FITOK 的 20D 系列双卡套接头达到最佳使用效果，

也可配合其他常见品牌的中高压双卡套接头使用

冷拉硬化无缝钢管

硬化处理，在满足更高的工作压力的情况下 (138 MPa) 
壁厚更小，流通面积更大

可按照客户要求加工为锥面螺纹短管，方便安装使用

可预制弯管和钢管组件，帮助客户提高安装效率

配合 FITOK 的 20M 系列锥面螺纹 C&T 接头达到最佳
使用效果，也可配合其他常见品牌的中高压锥面螺纹 
C&T 接头使用。
还可配合 FITOK 的 20D 系列双卡套接头使用

 

TMP 仪表钢管 
(83 MPa)

TCT 仪表钢管 
(  MPa)83

严格控制的外径公差及壁厚范围，减小安装扭矩及圈数

固溶退火处理使得柔韧性更好，便于弯曲和卡套连接

配合 FITOK 的 6 系列双卡套接头达到最佳使用效果，也

可配合其他常见品牌的双卡套接头使用

严格控制的外径公差及壁厚范围，减小安装扭矩及圈数

固溶退火处理使得柔韧性更好，便于弯曲和卡套连接

配合 FITOK 的 6 系列双卡套接头达到最佳使用效果，也

可配合其他常见品牌的双卡套接头使用

※ T20D 和 T20M 系列钢管有不同的外径公差范围和硬度范围，因此我们不建议两种规格的钢管互换使用。

※ TMP 和 TCT 系列钢管最大工作压力可达 83 MPa 不同规格对应的工作压力，请参考 FITOK 产品样本。，

标准6 m或20 ft一根，无最小起订量限制，同时

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长度 (单根最大长度≤6 m)

T20D 系列

T20M

TMP

 系列

 系列

TCT 系列

1/4"×0.035" 1/4"×0.049" 3/8"×0.065"

1/2"×0.065" 1/2"×0.083"

183 m/盘 122 m/盘 92 m/盘

67 m/盘 67 m/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