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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體化學品智能處理系統： 
迅速連接  –  安全取樣。

在傳統清桶時可能產生的危險，
現在完全不用擔心了。

QC  —  具有超過十萬種型號
的整體系統。
世界一流企業都在使用。

各行業的化學品用戶都在使用由 AS 出品的 QC 系統：

QC – AS Strömungstechnik GmbH 出品的系統。德國製造。
www.asstroemungstechnik.de     

使用閥門時產生的
化學品滴液

滴液！
拆卸桶泵時產生的

化學品滴液

滴液！
氣體，

蒸汽和懸浮物溢出

氣體溢出！

歐洲 – 全球 
 
AS Strömungstechnik GmbH

Elly-Beinhorn-Str. 7
73760 Ostfildern, Germany（德國）

電話：+49 (0) 711 220 548-0
傳真：+49 (0) 711 220 548-29

info@asstroemungstechnik.de
www.asstroemungstechnik.de

代表處： 
 
美國 
 
A.S. Plastics Technology, Inc.

644 Shrewsbury Commons 
Avenue #246
Shrewsbury, PA 17361 USA（美國）

電話：+1 (979) 232-2288

sales@as-plastech.com
www.as-plastech.com

亞太地區 
 
DUSEMUND PTE LTD
Claus Dusemund 博士

25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ark
#04 – 62 German Centre
Singapore 609916

電話：+65 6562 7871
傳真：+65 6562 7872

claus@dusemund.com 
www.dusemund.com

電子  半導體
   太陽能技術與光伏系統
   平板屏幕

工業  電鍍
   化學
   印刷 / 造紙
   水處理
   汽車 / 機械製造
   粘合劑
   玻璃
   農業

製藥 / 生物技術 / 化妝品 / 食品

實驗室 / 科研機構 /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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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的 QC 系統經歷了數十年的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的液態化學品
取樣系統，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它遠遠不止是一個簡單的快速
連接系統（Quick-Connect）：QC 是由高純度塑膠製成的精密工
具，使用靈活。適合於酸、鹼或溶劑  —  即使是腐蝕性或易燃性
溶劑也同樣適用。完全不含金屬，因此沒有被腐蝕的危險。 

QC 採樣適配系統設計完善而且高度靈活。可在封閉的循環內取
樣的同時保持氣流通暢  —  保護環境也保護人。除此之外 QC 
系統還可完美地融合於供應鏈中。其智能模塊整體系統有超過 
100,000 種型號，不論是小型企業還是大型企業都可以使用。

高純度塑膠。不含金屬零
件。

全部由高純度高性能塑膠製成，因此 QC 
系統甚至還可用於半導體化學品。可針
對任何應用目的提供合適的材料組合，
完全不含金屬而且耐腐蝕。

超過 1000 種汲取管。
可為您量身定製和預裝。

幾乎任意長度都可供选择，可適用各種容器。拥有
超過 1000 種標準型號。不論是否使用波紋管，都
能實現幾乎無殘留地排空。除此之外：汲取管將
由化學品供應商直接在容器中預安裝好。安全、簡
單、清潔。

兼容所有包裝材料。

AS 的 QC 系統適配從 5 升罐到 1000 升的中型散
裝容器：不論是垂直取樣還是水平取樣都可以實
現。因而靈活多變。

即用
整體系統。

QC 系統可以根據您的要求作為一個整體系統提
供給您：
包含取樣頭、軟管、泵、通氣裝置、液位測量裝
置和排空測量裝置以及開關箱內合適的電氣元件。
便於安裝和投入使用。

移動系統及特殊解決方案。

專門定製取樣頭，根據客戶要求定製解決方案或移
動充裝站 – 在 AS，您想要的，應有盡有。

用於酸、鹼以及溶劑。
包括易燃溶劑。

QC 具有極高的靈活性，適用於各種液
體。導電型號也可用於易爆炸環境（無靜
電放電！）壓力容器可輕易地通過汲取管
排氣  —  保障您的安全。

1. 
清潔供貨：
使用內置的汲取管

由化學品供應商運輸給您的化學品會裝在已預裝
好汲取管的容器內：不接觸液體  —  實現無滴液
連接。

3. 
取樣無氣體溢出：
採用內置通氣裝置

無不受控制的氣體溢出：在含內置通氣裝置的封
閉循環中通過止回閥、微粒過濾器或高柔性管進
行取樣。在實際應用中：第二個桶開口也可保持
關閉狀態。

2. 
快速連接：
使用不易混淆的標識系統

嚙合、擰緊、完成。
採用專利的針孔標識系統和清晰的介質配對  — 
防止產品混淆。

4. 
斷開連接時無滴液：
採用內置止回閥 

在斷開連接時，不再會有滴液：
在取樣頭中內置的各種止回閥（例如自閉止回閥）
可做到密封無滴漏。

超過 100 種取樣頭型
號。

即用系統適用於各種應用情況  –  從簡單
的樣品取樣，實際移動系統到高流量情
況。也設計用於自動化進程。
通過標準接口可簡便地插接泵機。

智能整體系統：
安全、清潔、靈活  —  就是這麼簡單！

AS 出品的 QC 系統：可實現迅速連接、安全取樣 AS 出品的 QC 系統：可實現迅速連接、安全取樣 AS 出品的 QC 系統：可實現迅速連接、安全取樣AS 出品的 QC 系統：可實現迅速連接、安全取樣 www.qc-system.de

化學品混淆？
容器過期？
一切都不是問題！

用於容器處理的首個  
i4.0 解決方案：

www.supplyline.as

在線配置！

觀看視頻！

採用 RFID 芯片技術，
實現智能化管理！

AS QC-SYSTEM: QUICKLY CONNECTED – SAFELY DISPENSED www.qc-system.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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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易混淆的標識系統

嚙合、擰緊、完成。
採用專利的針孔標識系統和清晰的介質配對  — 
防止產品混淆。

4. 
斷開連接時無滴液：
採用內置止回閥 

在斷開連接時，不再會有滴液：
在取樣頭中內置的各種止回閥（例如自閉止回閥）
可做到密封無滴漏。

超過 100 種取樣頭型
號。

即用系統適用於各種應用情況  –  從簡單
的樣品取樣，實際移動系統到高流量情
況。也設計用於自動化進程。
通過標準接口可簡便地插接泵機。

智能整體系統：
安全、清潔、靈活  —  就是這麼簡單！

AS 出品的 QC 系統：可實現迅速連接、安全取樣 AS 出品的 QC 系統：可實現迅速連接、安全取樣 AS 出品的 QC 系統：可實現迅速連接、安全取樣AS 出品的 QC 系統：可實現迅速連接、安全取樣 www.qc-system.de

化學品混淆？
容器過期？
一切都不是問題！

用於容器處理的首個  
i4.0 解決方案：

www.supplyline.as

在線配置！

觀看視頻！

採用 RFID 芯片技術，
實現智能化管理！

AS QC-SYSTEM: QUICKLY CONNECTED – SAFELY DISPENSED www.qc-system.de

AS 的 QC 系統經歷了數十年的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的液態化學品
取樣系統，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它遠遠不止是一個簡單的快速
連接系統（Quick-Connect）：QC 是由高純度塑膠製成的精密工
具，使用靈活。適合於酸、鹼或溶劑  —  即使是腐蝕性或易燃性
溶劑也同樣適用。完全不含金屬，因此沒有被腐蝕的危險。 

QC 採樣適配系統設計完善而且高度靈活。可在封閉的循環內取
樣的同時保持氣流通暢  —  保護環境也保護人。除此之外 QC 
系統還可完美地融合於供應鏈中。其智能模塊整體系統有超過 
100,000 種型號，不論是小型企業還是大型企業都可以使用。

高純度塑膠。不含金屬零
件。

全部由高純度高性能塑膠製成，因此 QC 
系統甚至還可用於半導體化學品。可針
對任何應用目的提供合適的材料組合，
完全不含金屬而且耐腐蝕。

超過 1000 種汲取管。
可為您量身定製和預裝。

幾乎任意長度都可供选择，可適用各種容器。拥有
超過 1000 種標準型號。不論是否使用波紋管，都
能實現幾乎無殘留地排空。除此之外：汲取管將
由化學品供應商直接在容器中預安裝好。安全、簡
單、清潔。

兼容所有包裝材料。

AS 的 QC 系統適配從 5 升罐到 1000 升的中型散
裝容器：不論是垂直取樣還是水平取樣都可以實
現。因而靈活多變。

即用
整體系統。

QC 系統可以根據您的要求作為一個整體系統提
供給您：
包含取樣頭、軟管、泵、通氣裝置、液位測量裝
置和排空測量裝置以及開關箱內合適的電氣元件。
便於安裝和投入使用。

移動系統及特殊解決方案。

專門定製取樣頭，根據客戶要求定製解決方案或移
動充裝站 – 在 AS，您想要的，應有盡有。

用於酸、鹼以及溶劑。
包括易燃溶劑。

QC 具有極高的靈活性，適用於各種液
體。導電型號也可用於易爆炸環境（無靜
電放電！）壓力容器可輕易地通過汲取管
排氣  —  保障您的安全。

1. 
清潔供貨：
使用內置的汲取管

由化學品供應商運輸給您的化學品會裝在已預裝
好汲取管的容器內：不接觸液體  —  實現無滴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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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體化學品智能處理系統： 
迅速連接  –  安全取樣。

在傳統清桶時可能產生的危險，
現在完全不用擔心了。

QC  —  具有超過十萬種型號
的整體系統。
世界一流企業都在使用。

各行業的化學品用戶都在使用由 AS 出品的 QC 系統：

QC – AS Strömungstechnik GmbH 出品的系統。德國製造。
www.asstroemungstechnik.de     

使用閥門時產生的
化學品滴液

滴液！
拆卸桶泵時產生的

化學品滴液

滴液！
氣體，

蒸汽和懸浮物溢出

氣體溢出！

歐洲 – 全球 
 
AS Strömungstechnik GmbH

Elly-Beinhorn-Str. 7
73760 Ostfildern, Germany（德國）

電話：+49 (0) 711 220 548-0
傳真：+49 (0) 711 220 548-29

info@asstroemungstechnik.de
www.asstroemungstechnik.de

代表處： 
 
美國 
 
A.S. Plastics Technology, Inc.

644 Shrewsbury Commons 
Avenue #246
Shrewsbury, PA 17361 USA（美國）

電話：+1 (979) 232-2288

sales@as-plastech.com
www.as-plastech.com

亞太地區 
 
DUSEMUND PTE LTD
Claus Dusemund 博士

25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ark
#04 – 62 German Centre
Singapore 609916

電話：+65 6562 7871
傳真：+65 6562 7872

claus@dusemund.com 
www.dusemund.com

電子  半導體
   太陽能技術與光伏系統
   平板屏幕

工業  電鍍
   化學
   印刷 / 造紙
   水處理
   汽車 / 機械製造
   粘合劑
   玻璃
   農業

製藥 / 生物技術 / 化妝品 / 食品

實驗室 / 科研機構 /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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