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大类 型号   图纸 入口接口类型与尺寸 出口接口类型与尺寸 是否带透气孔 壳体材料 壳体颜色 滤材      印刷字体内容

DDF4700M02C - 5/16" 软管接头 5/16" 软管接头 无      丙烯酸基多聚物  绿色 2.0 µm 玻纤 -

DDF4700M02Y - 5/16" 软管接头 5/16" 软管接头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2.0 µm 玻纤 -

DDF4700M03Y - 5/16" 软管接头 5/16" 软管接头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3.0 µm 玻纤 -

DDF4711M03Y 1027-S15 3/16"-1/4" 台阶管接头 3/16"-1/4" 台阶管接头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3.0 µm 玻纤 "Inlet" (入口)黑色打印标签
DDF4711T100K - 3/16"-1/4" 台阶管接头 3/16"-1/4" 台阶管接头 无       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 蓝色 1.0 µm 聚四氟乙烯 (PTFE) -

DDF4711T100Y - 3/16"-1/4" 台阶管接头 3/16"-1/4" 台阶管接头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1.0 µm 聚四氟乙烯 (PTFE) -

DDF4739T100Y - .35" 软管接头 5/16"-7/16" 台阶管接头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1.0 µm 聚四氟乙烯 (PTFE) -

DDF4799M03Y 1027-S21 5/16"-7/16" 台阶管接头 5/16"-7/16" 台阶管接头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3.0 µm 玻纤 -

DDF4799M05Y - 5/16"-7/16" 台阶管接头 5/16"-7/16" 台阶管接头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5.0 µm 玻纤 -

DDF4799T100Y - 5/16"-7/16" 台阶管接头 5/16"-7/16" 台阶管接头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1.0 µm 聚四氟乙烯 (PTFE) -

DDF60 DDF6000PES4FY - 1/8" - 27 MNPT 1/8" - 27 MNPT带管接头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0.45 µm 聚醚砜  (PES) -

DFC0622M01Y-NV - 3/8"-18 FNPT 3/8"-18 FNPT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1.0 µm 玻纤 流向箭头标签
DFC0622M03N-NV - 3/8"-18 FNPT 3/8"-18 FNPT 无 尼龙 黑色 3.0 µm 玻纤 流向箭头标签
DFC0622M03Y 332-008 3/8"-18 FNPT 3/8"-18 FNPT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3.0 µm 玻纤 流向箭头标签
DFC0622M10Y-NV - 3/8"-18 FNPT 3/8"-18 FNPT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7.0 µm 玻纤 流向箭头标签
DFC0676M03N-NV - 3/8" 直软管接头 3/8" 90°弯头管接头 无 尼龙 黑色 3.0 µm 玻纤 刻字 "IN" 和 "OUT"

DFC0699M01Y-NV - 5/16" to 7/16" 台阶管接头 5/16" to 7/16" 台阶管接头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1.0 µm 玻纤 流向箭头标签, 刻字 "IN" 和 "OUT"

DFC0699M03Y-NV - 5/16" to 7/16" 台阶管接头 5/16" to 7/16" 台阶管接头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3.0 µm 玻纤 流向箭头标签, 刻字 "IN" 和 "OUT"

DFC1000Y006Y-V - 1/2" 直软管接头 1/2" 直软管接头 有      聚丙烯 自然色 0.6 µm 聚丙烯 刻字 "IN" 和 "OUT"

DFC1011M02Y-V - 1/4" -18 MNPT 1/4" -18 MNPT 有    聚丙烯 自然色 2.0 µm 玻纤 刻字 "IN" 和 "OUT"

DFC1011Y012Y-V - 1/4" -18 MNPT 1/4" -18 MNPT 有      聚丙烯 自然色 0.95 µm 聚丙烯 刻字 "IN" 和 "OUT"

DFC1011Y025Y-V - 1/4" -18 MNPT 1/4" -18 MNPT 有    聚丙烯 自然色 2.0 µm 聚丙烯 刻字 "IN" 和 "OUT"

DFC1011Y050Y-V - 1/4" -18 MNPT 1/4" -18 MNPT 有    聚丙烯 自然色 4.0 µm 聚丙烯 刻字 "IN" 和 "OUT"

DFC1011Y200Y-V - 1/4" -18 MNPT 1/4" -18 MNPT 有    聚丙烯 自然色 15.0 µm 聚丙烯 刻字 "IN" 和 "OUT"

DFC1022M01Y-NVA - 3/8" - 18 FNPT 3/8" - 18 FNPT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1.0 µm 玻纤 流向箭头标签, 刻字 "IN" 和 "OUT"

DFC1022M03Y-NV - 3/8" - 18 FNPT 3/8" - 18 FNPT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3.0 µm 玻纤 最高入口压力, 流向箭头, Pentair logo 标签，刻字  "IN" 和 "OUT"

DFC1022Y006Y-V - 3/8" - 18 FNPT 3/8" - 18 FNPT 有      聚丙烯 自然色 0.6 µm 聚丙烯 刻字 "IN" 和 "OUT"

DFC1022Y012Y-NV - 3/8" - 18 FNPT 3/8" - 18 FNPT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0.95 µm 聚丙烯 最高入口压力，流向箭头， Pentair logo 标签，刻字 "IN" 和 "OUT"
DFC1033Y025Y-V - 3/8" - 18 MNPT 3/8" - 18 MNPT 有      聚丙烯 自然色 2.0 µm 聚丙烯 刻字 "IN" 和 "OUT"

DFC102KM03Y - 1" 快速旋转接入螺纹 3/8" - 18 FNPT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3.0 µm 玻纤 刻字 "IN" 和 "OUT"

DFC19 DFC1921M03Y-NV - 敞开式入口 3/8" - 18 FNPT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3.0 µm 玻纤 -

DFC2122M01Y-NV - 3/8" - 18 FNPT 3/8" - 18 FNPT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1.0 µm 玻纤 刻字 "IN"  和 "OUT"

DFC2122M03Y - 3/8" - 18 FNPT 3/8" - 18 FNPT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3.0 µm 玻纤 最高入口压力，流向箭头，Pentair logo 标签，刻字   "IN" 和 "OUT"

DFC2122Y006Y - 3/8" - 18 FNPT 3/8" - 18 FNPT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0.6 µm 聚丙烯 最高入口压力，流向箭头，Pentair logo 标签，刻字   "IN" 和 "OUT"

DFC2122Y012Y - 3/8" - 18 FNPT 3/8" - 18 FNPT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0.95 µm 聚丙烯 最高入口压力，流向箭头，Pentair logo 标签，刻字   "IN" 和 "OUT"

DFC2188YDY - 1/4" - 18 FNPT 1/4" - 18 FNPT 无      聚丙烯 自然色 0.95/9 µm 多层聚丙烯 刻字 "IN" 和 "OUT"

DFC3022Y012Y - 3/8" - 18 FNPT 3/8" - 18 FNPT 有    聚丙烯 自然色 0.95 µm 聚丙烯 最高入口压力，流向箭头，Pentair logo 标签，刻字   "IN" 和 "OUT"

DFC3033Y025Y - 3/8" - 18 MNPT 3/8" - 18 MPT 有    聚丙烯 自然色 2.0 µm 聚丙烯 最高入口压力，流向箭头，Pentair logo 标签，刻字   "IN" 和 "OUT"

RFC1265M04K 1323-004 3/8" 直软管接头 ISO 5356-1, 22mm公接头 无      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 透明 4.3 µm 玻纤 -

RFC1266M04K 1323-004 3/8" 直软管接头 3/8" 直软管接头 无      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 透明 4.3 µm 玻纤 -

RFC1268M04K 1323-004 3/8" 直软管接头 1/4" 18 FNPT 无    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 透明 4.3 µm 玻纤 -

圆盘形一次性过滤器 (DDF)  胶囊形一次性过滤器

如有疑问请联系PENTAIR高原公司上海代表处，电话 021-5239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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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料与覆膜材料最高入口水压压力 *以下入口水压压力公差 ±1 PSI

滤料代码 Y006 Y012 Y025 Y050 Y200 M01 M02 (DFC) M02 (DDF) M03 M05 M10 T100 PES4F

材料 PP PP PP PP PP GF GF GF GF GF GF PTFE PES

 
4.6 4.4 2.6 1.8 0.9     0 (疏水性)       0 (疏水性)      1.1 0 (疏水性)            0 (疏水性)    0.5 24.1 0 (疏水性)

PENTAIR小型过滤器型号表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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