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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涤纶滤布是指用涤纶纤维所制成的过滤材料。涤纶滤布分为涤纶长纤滤布，涤纶短纤滤布

。

       中文名 涤纶滤布 概述涤纶滤布是指用涤纶纤

       涤纶短纤滤布材质性能:耐酸、耐弱碱。耐磨性、耐腐性、回复性很好,导电性能很差。涤

纶类纤维耐温一般都在130---150℃，该产品具有普通毡类滤布特有的优点外，而且耐磨性非

常好，具有很高的性价比而成为毡类滤料中使用量最大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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