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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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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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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收器)

使用 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收器) D型 E, E-S1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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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NR受损时 , 可能出现ZNR破碎飞散, 因此要对集成产品加保护盖或外盒。

・ 请勿安装在可燃物品 (塑料电线, 树脂合成物等) 附近。否则, 请在ZNR上配备不易燃的盖子。

・ 线间使用

在线间使用时, ZNR需与电流保险丝串联。　　3.1-1 (4) 参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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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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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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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ZNR时, 须按照表1的标准产品型号。

① 线间使用

在电源电压可能会因单相三线式结线时单独配线负荷导致的负荷不平衡,  电压线和中性线短路故障,  中性线缺损故障等

原因, 或电容性负荷情况下开关开闭时的共振等原因而暂时上升的情况下, 请使用表1中标有＊的产品型号。

② 线—地间使用

出现故障时, 对地电压将上升, 因此, 请使用另表1中推荐的产品型号。

进行机器的绝缘电阻试验 (DC 500 V) 时, 请使用表1中推荐的标有✽✽的 D型V系列产品型号。根据 「电器

用品技术标准」, 使用不可清除绝缘性能试验的压敏电阻电压时, 在一定的电路条件下, 试验时可将电涌吸收

器从电路上取下。 (参照「电器用品技术标准」别表第四　附表第四)

(4) 关于电流保险丝

① 所用ZNR与电流保险丝的额定电流, 请按如下方式选定。此外, 在用户端, 当ZNR损坏时, 用设备确认其是

   否会发生2次灾害。

此外, 下列保险丝选定示例只不过是大致标准, 根据使用电路条件可能会出现差异, 请先通过测试确认无误后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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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关注意事项  (D 型 / E, E-S1 系列) 

 3. 使用注意事项

 2.  严守事项

 1. 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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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收器)

●D 型 / E, E-S1 系列

◆ 使用的保险丝额定电压需符合相应电路电压。

② 保险丝的插入部位建议按表1的适用示例操作, 但在被保护设备的负荷电流较大,  超过上述保险丝额定电流时, 请在下图所示

部位插入电流保险丝。

(5) 温度保险丝

① 将ZNR与温度保险丝连接时, 请选定热耦合良好的连接及保险丝。

表1 ZNR的适用范例 (普通使用范例)

DC DC

AC单相 AC单相

AC 三相 AC 三相  

备注：选定元件尺寸时须充分考虑目标电涌条件。

ZNR 标准产品编号 ERZE05A□□□

保险丝额定电流 5 A max. 7 A max. 7 A max. 10 A max.

ERZE10A□□□ERZE08A□□□

公称压敏电压

ERZV14A□□□

10 A max. 10 A max.

ERZE11A□□□

 380 V

压
敏
电
阻
电
压
选
定
例

 100 V
 220 V471 ~ 621*

471 ~ 621*

电源电压

241 ~ 431*

ZNR 1
ZNR 3

 230 V
 240 V

511, 621*

 380 V

100 V

 120 V

结
线
例

 200 V

 220 V

 240 V

201 ~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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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112**

　 821以上**

471

511

 621*

　 821以上**

511

ERZE07A□□□

ZNR 2
ZNR 4

ZNR

751, 821*

电源电压

线与线间电使用

ZNR公称压敏电压

线与大地间使用

ZNR3

电流保险丝
被保护设备电源端

ZNR

ZNR1

ZNR3  ZNR3

ZNR3

ZNR1

热结合

ZNR2

ZNR

ZNR4

温度保险丝

L

N

L

N

被保护设备

被保护设备

电流保险丝

电流保险丝

电流保险丝

电流保险丝

热结合

温度保险丝

被保护设备

被保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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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收器)

(6) 关于在设备中的使用

本目录是单个零部件的品质保证。

用户在使用时, 请务必在贴装于贵公司产品的状态下, 在实际使用条件下实施评估, 确认。

3.1-2 使用环境

(1) ZN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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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型中, ZNR外装树脂附近的引线部位不可进行强烈折弯或施加外力。

(5) 焊接时, 请在如下条件下进行。且不可将构成ZNR的焊接部位或绝缘材料熔化。

(6) 在设计贴装用基板孔的情况下, 请参考引线间隔的中心值, 通过实机确认后进行设计。

由于尺寸公差较大, 所以在要求精度的情况下要予以注意。

注1: 上述以外的条件下使用时, 请用户端自行确认。

仅限进行1次修补, 烙铁温度400 ℃以下, 时间控制在5秒以内。

注2: 剖面测定方法也有误差大的时候, 敬请注意。

注3: 基板的大小与贴装密度等会造成温度变化, 所以要对每种基板进行温度确认。

●标准焊接温度剖面

3.1-4 长期保管

(1) 请勿在高温, 高湿下保管ZNR。请在温度40℃以下, 湿度75%RH以下的室内环境下进行保管, 并在2年以内使用。

另外, 长期 (2年以上) 保管的产品, 请在确认可焊性后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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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UL等的额定电压

本产品为了满足漏电流规定等, 在规定最大容许电路电压的同时, 还规定了额定电压。安安装ZNR, 申请取得设备认证时, 

要使得设备的使用电压不超出ZNR的UL等额定电压。

3.1-6 掉落时

    请勿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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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热部

焊接部

冷却部

D 型
浸流焊

(焊浴浸渍法)
260 ℃ , 10 秒以内

法焊接方式 推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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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徐冷 (常温自然冷却)

常温 ～ 130 ℃

260 ℃ 以内

120 秒以内

10 秒以内

※D 型不是回流焊对象产品。

浸流焊（焊浴浸渍法）

冷却部预热
焊接部

时间

温
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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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收器)

・ 本产品是为用于家电, 办公设备, 信息通信设备等一般电子设备设计, 制造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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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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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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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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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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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手册中记载的技术信息，表示产品的代表特性及应用电路例等的信息，这并不意味着因此而许可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或其他公司的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权利。因此，在起因于使用上述技术信息而发生涉及第三方拥有的权利的问题时，

本公司对此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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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他

 5. 适用的法律及限制, 其他

 4. 敬告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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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收器)

使用 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收器) D型 E, E-S1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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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NR受损时 ，可能出现ZNR破碎飞散，因此要对集成产品加保护盖或外盒。

・ 请勿安装在可燃物品 (塑料电线, 树脂合成物等) 附近。否则，请在ZNR上配备不易燃的盖子。

・ 线间使用

在线间使用时，ZNR需与电流保险丝串联。　(3.1-1 (4) 参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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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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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选定的ZNR的电压最大值在最大容许电压值之上。 (参照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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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ZNR时，须按照表1的标准产品型号。

① 线间使用

在电源电压可能会因单相三线式结线时单独配线负荷导致的负荷不平衡,  电压线和中性线短路故障,  中性线缺损故障等

原因, 或电容性负荷情况下开关开闭时的共振等原因而暂时上升的情况下, 请使用表1中标有＊的产品型号。

② 线—地间使用

出现故障时，对地电压将上升，因此，请使用另表1中推荐的产品型号。

进行机器的绝缘电阻试验 (DC 500 V) 时，请使用表1中推荐的标有✽✽的 D型V系列产品型号。根据 「电器

用品技术标准」，使用不可清除绝缘性能试验的压敏电阻电压时，在一定的电路条件下，试验时可将电涌吸收

器从电路上取下。 (参照「电器用品技术标准」别表第四　附表第四)

(4) 关于电流保险丝

① 所用ZNR与电流保险丝的额定电流, 请按如下方式选定。此外, 在用户端, 当ZNR损坏时, 用设备确认其是

   否会发生2次灾害。

此外, 下列保险丝选定示例只不过是大致标准, 根据使用电路条件可能会出现差异, 请先通过测试确认无误后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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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D 型 / HF, VF 系列)
(D 型 / V 系列)使用相关注意事项

 3. 使用注意事项

 2.  严守事项

 1. 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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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收器)

●D 型 / V 系列

◆ 使用的保险丝额定电压需符合相应电路电压。

●SMD 型 / VF 系列

◆ 使用的保险丝额定电压需符合相应电路电压。
◆ 关于HF系列，请在确认对应抛负载电涌和ZNR受损时的保护协调后选定。

② 保险丝的插入部位建议按表1的适用示例操作, 但在被保护设备的负荷电流较大,  超过上述保险丝额定电流时, 请在下图所示

部位插入电流保险丝。

(5) 温度保险丝

① 将ZNR与温度保险丝连接时, 请选定热耦合良好的连接及保险丝。

表1 ZNR的适用范例 (普通使用范例)

DC DC

AC单相 AC单相

AC 三相 AC 三相  

　  821以上**

备注：选定元件尺寸时须充分考虑目标电涌条件。

线与大地间使用线与线间电使用

100 V
120 V

-
-
-

D 型

公称压敏电压 公称压敏电压

SMD 型
471

 100 V
 220 V

201 ~ 361*
241 ~ 431*

-
-
-

ZNR 标准产品编号 ERZV05D□□□ ERZV07D□□□ ERZV10D□□□ERZV09D□□□

ZNR 标准产品编号

保险丝额定电流 3 A max. 5 A max. 7 A max.

ERZVF□M□□□

471 ~ 621*
471 ~ 621*

ERZV20D□□□

10 A max. 10 A max.7 A max.

ERZV14D□□□

-511
471

ZNR 电源电压 [AC]
SMD 型

471
D 型

 621*

511

   182***

保险丝额定电流

ZNR 电源电压 [AC]

结
线
例

ZNR 1
ZNR 3

 380 V

压
敏
电
阻
电
压
选
定
例

5 A max.

201 ~ 361*

 200 V
 220 V
 240 V

821
511, 621*

241 ~ 43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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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NR 2
ZNR 4

 380 V

471
-

 230 V
 240 V

621*

　 821以上**
182***

112**
182***

电流保险丝

电流保险丝
被保护设备

ZNR3

电源端

ZNR

ZNR1

ZNR3  ZNR3

ZNR3

ZNR1

热结合

ZNR2

ZNR3

ZNR4

温度保险

L

N

L

N

电流保险丝

电流保险丝

电流保险丝

热结合

温度保险丝

被保护设备

被保护设备

被保护设备

被保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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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在设备中的使用

本目录是单个零部件的品质保证。

用户在使用时，请务必在贴装于贵公司产品的状态下，在实际使用条件下实施评估, 确认。

3.1-2 使用环境

(1) ZN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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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型中，ZNR外装树脂附近的引线部位不可进行强烈折弯或施加外力。

(5) 焊接时，请在如下条件下进行。且不可将构成ZNR的焊接部位或绝缘材料熔化。

(6) 在设计贴装用基板孔的情况下, 请参考引线间隔的中心值, 通过实机确认后进行设计。

由于尺寸公差较大, 所以在要求精度的情况下要予以注意。

注1: 上述以外的条件下使用时，请用户端自行确认。

仅限进行1次修补，烙铁温度400 ℃以下，时间控制在5秒以内。

注2: 剖面测定方法也有误差大的时候，敬请注意。

注3: 基板的大小与贴装密度等会造成温度变化, 所以要对每种基板进行温度确认。

●标准焊接温度剖面

(回流焊最多只可进行2 次。)

(7) 贴装 (只限SMD产品)
在贴装ZNR时，请不要给ZNR本体过度的冲击，比如贴装时的吸筒的压力，修正和决定位置时的机器类的冲击力等。

此外, 如果贴装时ZNR本体的位置偏移, 请研究使用胶粘剂来固定基板与外部树脂。

260 ℃ , 10 秒以内

推荐焊接温度

请参照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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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型
浸流焊

(焊浴浸渍法)
260 ℃ , 10 秒以内 ※D 型不是回流焊对象产品。

200 ℃ ～ 100 ℃

150 ℃ ～ 180 ℃ 60 秒 ～ 120 秒

2 ℃ / 秒～ 6 ℃ / 秒预热部 ～ 200 ℃

SMD 型

浸流焊

(焊浴浸渍法)
回流焊

(空气加热法)

常温 ~ 预热部 30 秒 ～ 60 秒 

冷却部

常温 ～ 130 ℃

260 ℃ 以内

120 秒以内

10 秒以内

升温部 I
预热部

参照　产品回流焊耐热范围

焊盘比零部件的端子面大较多的话，焊锡熔融时，
可能出现零部件位置移位的现象。

产品贴装密度过高，可能致使可焊性降低。
要注意透气。

冷却部

焊接部

预热部

法焊接方式

升温部 II

主要加热区

1 ℃ / 秒 ～ 4 ℃ / 秒

徐冷 (常温自然冷却)

推荐条件 注意事项

冷却部

升温部

(II)

升温部

(I)
预热部

主要加热区

冷却部

浸流焊 (焊浴浸渍法)

时间

预热 焊接部

回流焊 (空气加热法)

产品的回流焊耐热范围

200

220

210

260

250

0 20 60

240

230

10 30 40 50
时间 时间（秒）

温
度

(℃
)

端
子

部
温

度
(℃

)

温
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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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长期保管

(1) 请勿在高温, 高湿下保管ZNR。请在温度40℃以下, 湿度75%RH以下的室内环境下进行保管，并在2年以内使用。

另外，长期 (2年以上) 保管的产品，请在确认可焊性后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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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UL等的额定电压

本产品为了满足漏电流规定等，在规定最大容许电路电压的同时，还规定了额定电压。安装ZNR，申请取得设备认证时，

注意设备的使用电压不能超出ZNR的额定电压。

3.1-6 掉落时

    请勿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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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产品是为用于家电, 办公设备, 信息通信设备等一般电子设备设计, 制造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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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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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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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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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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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手册中记载的技术信息，表示产品的代表特性及应用电路例等的信息，这并不意味着因此而许可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或其他公司的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权利。因此，在起因于使用上述技术信息而发生涉及第三方拥有的权利的问题时，

本公司对此不负责任。

“符合AEC-Q200”的产品，是指已全部或部分实施AEC-Q200中规定的评估试验条件的产品。

 有关各产品的详细规格和具体的评估试验结果等事宜，请向本公司咨询。

此外, 在订购产品时, 请按每类产品签订交货规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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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他

 5. 适用的法律及限制, 其他

 4. 敬告用户

 7. 符合AEC-Q200 (SMD 型 / HF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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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压敏电阻 (ZNR 浪涌吸收器) E, CK, SC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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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间使用时，ZNR需与电流保险丝串联。(参照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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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ZNR时，须按照表1的标准产品型号。

① 在线与线间使用时

在电源电压可能会因单相三线式结线时单独配线负荷导致的负荷不平衡,  电压线和中性线短路故障,  中性线缺损故

障等原因, 或电容性负荷情况下开关开闭时的共振等原因而暂时上升的情况下, 请对A.C.100 V,  A.C.120 V 使用标

有＊的产品型号。

② 在线与大地间使用时

·如需对设备进行绝缘电阻测试 (D.C.500 V)，请使用带✽✽标志型号产品。

·如需对设备进行耐电压测试 (A.C.1000 V)，请先取得相关方的同意后方可取下ZNR。

● 保险丝选定示例

◆ 保险丝的额定电压需符合相应的电路电压。
◆ 上述保险丝选定示例只不过是大致标准, 根据使用电路条件可能会出现差异, 请先通过测试确认无误后再使用。
◆ 请将温度保险丝直接装在端子上确保传热性，并将保险丝的熔断部位紧贴在产品本体侧面连接。

◆ 请确认ZNR最终在实机上损坏时不会发生二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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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相关注意事项 (E, CK, SC  型) 

 3. 使用注意事项

 2.  严守事项

 1. 安全注意事项

100 ~ 120 ℃  5 A 100 ~ 120 ℃  10 A 100 ~ 120 ℃  10 A 100 ~ 120 ℃  10 A

系列

电流保险丝

(用于线与线间)

温度保险丝

(用于线－与大地间)

ERZC20EK□□□(□) ERZC32EK□□□(□) ERZVS34C□□□ ERZC□□CK□□□W

10 A max. 20 A max. 20 A max. 20 A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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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丝的插入部位建议按表1的适用示例操作, 但在被保护设备的负荷电流较大,  超过上页保险丝选定示例的额定电流时, 
请在下图所示部位插入电流保险丝。

表1 ZNR适用使用范例

DC DC
AC单相 AC单相

AC 三相 AC 三相  

线与大地间使用

型　号

结
线
例

线与线间电使用

E, CK, SC 型

型　号

压
敏
电
阻
电
压
选
定
例

ZNR
电源电压

[AC]
ZNR

511

电源电压
[AC]

ZNR 1
ZNR 3

241

271*

201
241
271

E, CK, SC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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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V ～ 220 V

ERZC□□EK
ERZC□□CK
ERZVS34C

 120 V

 200 V ～ 220 V

 240 V

 240 V

ERZC□□EK
ERZC□□CK
ERZVS34C

100 V

ZNR 2
ZNR 4

471
511

821 以上  ✽✽
关于应对 AC 耐
交流电压测试产
品，请至我公司

咨询。

471
511

821 以上  ✽✽
关于应对 AC 耐
交流电压测试产
品，请至我公司

咨询。

ZNR4

ZNR2

ZNR1

ZNR3

ZNR1

ZNR3

被保护设备

热结合

热结合

温度保险丝

温度保险丝

电流保险丝
被保护设备电源端

ZNR

电流保险丝

被保护设备

电流保险丝

电流保险丝
电流保险丝

被保护设备

被保护设备

电流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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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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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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UL等的额定电压
本产品为了满足漏电流规定等, 在规定最大容许电路电压的同时, 还规定了额定电压。安装ZNR, 申请取得设备认证时, 
要使得设备的使用电压不超出ZNR的UL等额定电压。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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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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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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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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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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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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