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应对RoHS指令

●用于保护半导体元件

●用于保护铁路信号装置

●用于保护转播站设备

●用于保护通信，计测，控制装置

●用于保护配线自动控制装置

●用于吸收继电器，电磁真空管等的电涌

●用于供水设施等雷电电涌对策

●用于保护低压配电盘和控制盘

注) 关于安全规格的详细内容请参照「标准型号一览表」, 「关于安全规格认证」请参照。

■ 使用相关注意事项, 最小包装数量请参考(共通情报)

●使用温度范围 : -25 ～ 70 ℃ ●保存温度范围 : -25 ～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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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更改设计，规格时可能不予事先通知，敬请谅解。请务必在购买及使用本公司产品前向本公司索要相关技术规格书。如对产品的安全性有疑义时，请速与本公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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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收器)

1 2 3 4 5

P 型

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收器) P型，用于保护开闭电涌以及
诱导雷电电涌等瞬间电涌通过的电子设备和半导体等。本
品为插入式，配有衰减显示功能。

　特　　点

　主要用途

　型号命名方式

11 126 7 8



P 型

电压电流特性曲线图 (ERA20PK251 ~ ERZA20PK102)

単位 : mm

※ 产自国外的产品包装内容请与所在地销售部门·代理部门联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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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更改设计，规格时可能不予事先通知，敬请谅解。请务必在购买及使用本公司产品前向本公司索要相关技术规格书。如对产品的安全性有疑义时，请速与本公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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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 (A)

　最小包装数量·包装一览表

产品名 类型·系列名称 型　号
最小

包装数量
外箱

包装数

外箱尺寸

(约) L×W×H (mm)

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

收器)

包装标识中，产品型号，数量，原产地等均以英文标注。

P 型 380×405×75ERZA20PK□□□ 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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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电流波形
10–6 ～ 10–3 A: 直流
10–1 ～ 104 A: 8/20 μs

10-6 10-5 10-4 10-3 10-110-2 1 102 103 104 105

最大漏电流 最大限制电压



■ 如将本规格书刊上的产品用于特殊质量以及有可靠性要求, 因其故障或误动作有可能会直接威胁生命

或对人体造成危害等用途时 (例：宇宙/航天设备, 运输/交通设备, 燃烧设备, 医疗设备, 防灾/防范设备，

安全装置等)，需要针对该用途进行规格确认，请务必向弊司担当垂询。

■ 本规格书记载了单个零部件的品质和性能。在使用时，请务必在贴装在贵司产品上并在实际的使用环

境下进行评估和确认。

■ 为了防止因我司产品的缺陷而导致生命危险以及其他严重损害，建议客户在系统设计中采用保护电路

 或冗余电路等来确保安全

■ 本规格书刊登的产品及其规格, 为了得到进一步的改进, 完善, 将会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进行更改, 请

 予以谅解。为此, 在最终设计, 购买或使用时，无论任何用途, 请事先申请并确认最新, 最详细的产品规

 格书。

■ 本规格书刊登的技术信息中的产品典型动作, 应用电路等示例并不保证没有侵犯本公司或第三方的知

 识产权，同时也不意味是对实施权的认可。

■ 在出口本目录中所记载的商品, 商品规格, 技术信息时, 请遵守出口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尤其是应
 遵守有关安全保障出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 对应RoHS指令／REACH规定的产品切换时期因产品而异。 

■ 如果使用库存品不确定是否对应RoHS指令／REACH规定的话，请通过「咨询表格」选择「业务咨询」

向弊司垂询。

如果未按照本规格书相关要求使用我司产品的话，我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请注意

本网站中记载的本公司商品及技术信息等用户

使用时的要求及注意事项

关于EU　RoHS指令／REACH规定符合确认书

2023/2/10



c
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收器)

使用 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收器)P,  J,  G 型/避雷器箱/晶闸管用 (以下均简称“ZNR”) 时,  若作为零部件贴装使用,  因ZNR环境条件
(机器设计中的使用材料,  环境,  电源条件,  电路条件等) 而导致出现异常状况时, 可能引发火灾,  触电,  烧伤,  及产品损坏等。

以下为关于本产品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使用时请务必认真阅读确认。

其它未及事项, 请另行咨询。

另外, 在对没有记载的事项或产品安全性有疑问时, 请另行向本公司咨询。

在对本产品的安全性有疑义时, 请速与本公司联系, 同时请贵公司务必进行技术研讨。

2.1 额定性能确认

关于ZNR的耐电涌电流量、能量耐量、电涌寿命、平均脉冲功率、使用温度范围等, 请在产品规定的额定性能范围内使用。

若超出额定范围, 将导致ZNR性能劣化或元件受损, 并可能导致起火冒烟等。
2.2 为预防意外现象发生, 请采取如下对策。

・ 线间使用
(1) 在线间使用时, ZNR需与电流保险丝串联。

(2) P类型内置有温度保险丝, 但由于断路容量低（0.3A）, 所以请与ZNR串联地放入电流保险丝。

・ 线—地间使用
(1) 在线—地间使用时, ZNR短路时仍有接地电阻, 此时可能出现电流保险丝不熔断, ZNR外包装树脂冒烟起火等现象。

     作为对策, 请在安装有ZNR的电源一侧配备漏电切断器。若未配备漏电切断器, 需串联并用电流保险丝和温度保险

     丝。（参照表1）

(2) 在充电部与金属盒之间使用ZNR时, ZNR短路时有触电危险, 故请将金属盒接地或勿与人体接触。

・ ZNR损坏时可能溅出。请勿暴露使用ZNR。

・ 请勿安装在可燃物质周边。如不得已时, 请使用不燃性保护外壳。
2.3 请勿触摸充电部位, 可能触电。

2.4 在万一ZNR发生短路故障, 并导致冒烟或起火的情况下, 请迅速切断流向ZNR的电流。

3.1  以下条件可能导致ZNR寿命缩短或故障, 故请注意以下事项。

3.1-1 电路条件

(1) 选定的ZNR的电压最大值在最大容许电压值之上。

(2) 短间隔性地施加电涌时（施加抗干扰模拟试验电压时）, 不可超过ZNR的最大平均脉冲功率。

(3) 电源用避雷器箱, 请使用规定配电方式的避雷器箱。

(4) 在进行连接有避雷器箱的电路的绝缘电阻试验、耐电压试验的情况下, 请在将内置于避雷器箱的断路器

(或者闸刀开关) 置于OFF后再进行。

有关没有内置断路器 (或者闸刀开关) 的避雷器箱, 请从电路中拆除后再进行试验。

3.1-2 使用环境

(1) ZNR只能在室内使用, 不可在室外使用。

(2) 不可在阳光直射场所、发热源附近或温度超过使用温度范围的场所使用。

(3) 不可在淋雨、蒸汽、高湿度的场所使用。

(4) 请勿在粉尘多的场所、盐分多的场所、被腐蚀性气体等污染的环境或水、油、药液、有机溶剂等液体中使用。
3.1-3 加工条件

(1) 不可采用可能导致外包装树脂劣化的溶剂（稀释剂,  丙酮等）进行清洗。
(2) 不可施加可能导致外包装树脂或元件出现破损的冲击或撞击,  压力。
(3) 将ZNR进行树脂镀膜（含护膜塑模）时, 不可使用可能导致ZNR劣化的树脂。
(4) 请勿在引脚端子的绝缘覆盖部位附近强行折弯施加外力。
(5) 焊接引脚端子时, 注意不要溶解构成 ZNR的焊锡和绝缘材料。
(6) ZNR尽可能短直线配线。

使用相关注意事项
(晶闸管用　E,  J 型)
(避雷器箱)
(P,  J,  G 型)

2023/2/10

 1. 安全注意事项

 2.  严守事项

 3. 使用注意事项



c
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收器)

3.1-4 长期保管
(1) 请勿在高温高湿度环境中保管 ZNR。

室内保管, 温度不超过 40 ℃, 湿度不超过 75 % RH, 使用期限2年以内。
(2) 不可保存在腐蚀性气体 (硫化氢,  亚硫酸,  氯气,  氨气等) 环境中。
(3) 保存场所避免阳光直射,  结露等。

3.1-5 掉落时
请勿让产品掉落到地面等上。掉落下来的ZNR在机械或电连接性方面会受到损害, 所以请勿使用。

3.1-6 保养检查
在压敏电阻器电压 (V1mA) 相对于初始值超过±10%时, 需进行ZNR的更换。

请定期进行维修检查, 并确认压敏电压。

・ 在本产品的故障或误动作恐会对生命安全或财产造成危害等, 研讨要求更高的可靠性,  安全性的以下所记载的用途中使用

时, 必须另行交换适合用途的交货规格书。

・ 航天设备,  防灾防盗设备,  医疗设备,  运输设备 (汽车,  火车,  船舶等),  公共性高的信息处理设备,  其他与上述同等的

设备。 用于这些设备时, 请事先向本公司负责窗口咨询可否使用,  型号的选定和保护措施等相关事宜。

・ 出现使用电路电压的异常上升,  超大电涌的侵入等不可预期因素时, 可能导致ZNR起火。为防止延烧到使用设备上,

外部结构材料需使用阻燃材料进行多重保护。

・ 凡是脱离本目录的记载内容或没有遵守其中的注意事项使用而导致的故障问题或异常, 本公司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 包装标识, 标有品名,  型号,  制造序列号,  数量,  原产地等信息。 另外, 原产地原则上用英语标识。

・ 本产品在本公司的制造工序中完全没有使用蒙特利尔议定书中予以限制的臭氧层破坏物质(ODC)。

・ 本产品的使用部件材料中没有有意识地使用特定溴系阻燃材料 (包含PBB(多溴联苯)及PBDE(多溴联苯醚))。

・ 本产品对应RoHS(限制在电子电气产品中使用有害物质)指令(2011/65/EU及 (EU)2015/863)。

※避雷器箱 (ERZA) 除外

・ 本产品的使用材料, 是根据“关于化学物质的审查及制造等限制的法律”, 作为所有现有化学物质予以记载的材料。

・ 在本产品需要根据外汇及外国贸易法,  出口管理令附表第一进行属否判定的书面通知的情况下, 请与本公司联系。

・ 本产品不属于联合国编号,  联合国分类等中规定的运输上的危险物。

・ 关于ZNR的废弃, 请遵守将ZNR嵌入贵公司产品而使用的各所在国,  地区的废弃方法。

・ 本目录中记载的技术信息系表示商品代表性动作及应用电路例等的信息, 这并不意味着保证不侵犯本公司或

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或者许可实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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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他

 5. 适用的法律及限制,  其他

 4. 敬告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