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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相关效益

FasTest Inc.快速密封连接器的效益：

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产效率，

提高产品质量

产品广泛应用於

压力辅助夹紧及密封设计
能够将连接器牢牢的锁住，即使压力在不断变化。

连接器也能紧紧抓住测试件

无须扭力扳手，密封胶或密封带 防止螺纹接口的耗损及流体受污染

精确的工程产品，并配合操作员的

直觉行为
无须经验及专业知识，操作容易

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 减轻操作员因长期重复使用连接器而导致的劳损

坚固耐用的构造 适用于严苛的工业生产环境

定期维护简便容易，无须特殊的工具 操作员可自行检修，缩短停工时间，控制营运成本

产品规格

FNV/FNP 与 FXV/FXP 的附加资料

引导压力 4.5 至 8 bar

引导接口的规格 1/8" NPT 内螺纹

主干材质

密封圈材质

螺纹接口的规格

流体接口的规格

工作温度

FN 系列的最大橫向负荷

不锈钢及阳极氧化铝

Buna-N

BSPP, M, SAE 或 NPT 螺纹

BSPP 或 NPT 内螺纹

-40°C 至 121°C

1.4-8.4 Nm

工作压力
真空至 345 bar（主干编号1-4）
真空至 240 bar（主干编号5）

真空至 52 bar（薄壁系列）

实现与螺纹连接的瞬时连接

操作方式分为：压柄式，按钮式和气动式

-FN/FX系列连接器

依托我们核心的工程技能，我们目前

得到了超过50个美国和国际专利，并

以此为设计平台，做出更好的产品，

使得我们客户在测试，制造工艺和生

产效率上获得极大的提高。

产品清单及附件

想要获得更多的产品的信息，如尺寸，密封圈材料，维修包和其

它配件,请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www.fastestinc.com.

想要查询订单信息和技术支持，请联系当地的FasTest供应商。



FasMate FN 短轴系列快速连接器

针对螺纹接口应用

可承受压力：真空至2500PSI（172Bar）

独一无二的设计，可实现瞬时密封

如下图1，2，3所示

压动把柄使前端螺纹夹口收缩

释放连接器把柄，使前部螺纹夹口

外扩锁紧接头，实现密封。

将FasMate插入螺纹孔

FasMate-瞬时螺纹连接器

FNL-内螺纹密封连接器

插入

深度

螺纹

接口

流体接口

螺纹

接口

流体接口

FXL-外螺纹密封连接器

安全

FasMate系列有三种驱动方式，能极大的减少员工因重复

操作所带来的压力。

FasMate 系列独有的气压辅助夹紧专利，确保了连接器在

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即使在气压不断变化的使用环境中，

FasMate也能将连接器牢牢的锁紧在测试件上，不会脱落。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驱动方式

易于维护

FasMate实用的设计使得连接器内部和外部的密封部件易于更

换，维护，极大的减少了客户的维护成本和维修时间。

美国制造

FasMate快速连接器是由美国FasTest公司设计制造，并能向

客户提供全套标准螺纹连接方案。

客户化定制&技术支持

FasTest公司杰出的研发能力使得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特殊要

求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我们的销售工程师也能根据您的需求

给出相关建议。



将上述手柄驱动产品编号的L改为V或P,便产生：

按钮驱动产品编号，例如：FN -082085

气动驱动产品编号，例如：FN -082085

V

P

注意：

所有FN系列快速连接器均有三种驱动方式：压柄式，按钮式和气动式。

并可通过更换尾部部件实现驱动方式的快速更换。

FXL和FXV也可用此法实现驱动方式的快速更换（FXP不能更换驱动方式）

-FN 系列
快速连接器-针对内螺纹应用

-针对内部管件/螺纹的连接器 -针对外部管件/螺纹的连接器



将上述手柄驱动产品编号的L改为V或P,便产生：

按钮驱动产品编号，例如：FX -05A041

气动驱动产品编号，例如：FX -05A041

V

P

-针对内部管件/螺纹的连接器 -针对外部管件/螺纹的连接器

快速连接器-针对外螺纹应用
-FX 系列

驱动方式选择

压柄式

按钮式

气动式

产品清单及附件

想要获得更多的产品的信息，如尺寸，密封圈材料，维修包和其

它配件,请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www.fastestinc.com.

想要查询订单信息和技术支持，请联系当地的FasTest供应商。

FNP FXP



产品特点 相关效益

降低螺纹插入深度要求
对于小型和难以密封接口，都能实现瞬时密封，极

大的提高工作效率

压力辅助夹紧及密封设计
能够将连接器牢牢的锁住，即使压力在不断变化。

连接器也能紧紧抓住测试件。

无须扭力扳手，密封胶或密封带 防止螺纹接口的耗损及流体受污染

精确的工程产品，并配合操作员的

直觉行为
无须经验及专业知识，操作容易

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 减轻操作员因长期重复使用连接器而导致的劳损

坚固耐用的构造 适用於严苛的工业生产环境

定期维护简便容易，无须特殊的工具 操作员可自行检修，缩短停工时间，控制营运成本

产品规格

主干材质 不锈钢及阳极氧化铝

密封圈 Buna-N

螺纹接口的规格 BSPP, M, SAE 或 NPT 螺纹

流体接口的规格

工作压力

BSPP 或 NPT 内螺纹

真空至 172 bar

工作温度 -40°C 至 121°C

FN 系列的最大橫向负荷 1.06-3.18 Nm

FNV/FNP 与 FXV/FXP 的附加资料

引导压力 4.5 至 8 bar

引导接口的规格 1/8" NPT 内螺纹

产品清单及附件
想要获得更多的产品的信息，如尺寸，密封圈材料，维修包和其它配件

请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www.fastestinc.com.

想要查询订单信息和技术支持，请联系当地的FasTest供应商。

FasMate系列可通过

更换尾部驱动部件，实

现压柄式，按钮式，气

动式的快速切换

实现与螺纹连接的瞬时连接

操作方式分为：压柄式，按钮式和气动式

-FN短轴系列连接器

FasTest Inc.快速密封连接器的效益：

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产效率，

提高产品质量

产品广泛应用於

依托我们核心的工程技能，我们目前

得到了超过50个美国和国际专利，并

以此为设计平台，做出更好的产品，

使得我们客户在测试，制造工艺和生

产效率上获得极大的提高。



将上述手柄驱动产品编号的L改为V或P,便产生：

按钮驱动产品编号，例如：FN -082085

气动驱动产品编号，例如：FN -082085

V

P

FasMate FN 短轴系列快速连接器

针对螺纹接口应用

可承受压力：真空至2500PSI（172Bar）

独一无二的设计，可实现瞬时密封

如下图1，2，3所示

压动把柄使前端螺纹夹口收缩

释放连接器把柄，使前部螺纹夹口

外扩锁紧接头，实现密封。

将FasMate插入螺纹孔

针对内螺纹应用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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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容器，管道，冲洗或喷洒器材

自动化生产线上的仪表，阀门，

变送器及传感器

发动机气缸及歧管，汽车变速，

制动及转向系统

                          www.wisb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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