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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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 压力传感器 (ADP4),  PF 压力传感器 (ADP1)

请使用印刷板焊盘, 以使产品能够充分地固定。

由于本产品为热容量较小的小型构造, 因此请尽量减少来自外部的热量的影响。否则可能会因热变形而造成破损, 引起特性
变动。请使用非腐蚀性的松香型助焊剂。另外, 由于产品暴露在外, 因此请注意不要使助焊剂侵入内部。
(1) 手焊接

・ 请使用头部温度在260 ～ 300 ℃ (30 W) 的电烙铁在5 秒以内实施作业。
・ 在端子上施加负载进行焊接的情况下, 由于输出可能会发生变化, 因此请注意。
・ 请充分清洗电烙铁头。

(2) DIP 焊接 (DIP 端子型)
・ 在温度为260 ℃以下的DIP 焊锡槽内在5 秒以内实施作业。
・ 安装在热容量较小的基板上时, 由于可能会发生热变形, 因此请避免采用DIP 焊接。

(3) 回流焊接 (SMD 端子型)
・ 推荐的回流炉温度设置条件如下所示。

・ 印刷电路板的走线请参照印刷电路板推荐规格图。
・ 由于无法做到自校准, 因此请慎重地对准端子与走线的位置。
・ 设置的温度为端子附近的印刷电路板上所测得的值。
・ 因为由于装置, 条件等原因, 压力导入口的先端因为高温会发生溶解和变形, 务必请在实际的贴装条件下, 进行确认测试。

(4) 焊接部的修正
・ 请一次性完成修正。
・ 对搭焊进行修正时, 请使用头部形状较平滑的电烙铁, 请勿追加涂敷助焊剂。
・ 关于电烙铁头部的温度, 请使用在规格书所记载的温度以下的电烙铁。

(5) 在端子上施加过度的力后, 会引发变形, 损害焊接性, 因此请避免使产品掉落, 或进行繁杂的使用。
(6) 印刷板的翘度相对于整个传感器应保持在0.05mm 以下, 请对此进行管理。
(7) 安装传感器后, 对基板进行切割弯折时, 请注意不要使焊接部产生应力。
(8) 由于传感器的端子为外露构造, 因此金属片等触摸端子后, 会引发输出异常。请注意不要用金属片或者手等触摸。
(9) 焊接后, 为了防止基板的绝缘恶化而实施涂层时, 请注意不要使传感器上面附着药剂。
(10) 关于无铅焊接, 请另外垂询。

(1) 由于产品为开放型, 因此请注意不要使清洗液侵入内部。
(2) 使用超声波进行清洗时, 可能会使产品发生故障, 因此请避免使用超声波进行清洗。

2023/2/10

　　使用相关注意事项 (PS, PF)

 1. 安装

 2. 焊接

 3. 清洗

主要加热

时间

温
度

230 ℃

150 ℃

预 热

60 秒以内 10 秒以内



PS 压力传感器 (ADP4),  PF 压力传感器 (ADP1)

(1) 请避免在存在对产品产生恶劣影响的腐蚀性气体（有机溶剂气体, 亚硫酸气体, 硫化氢气体等）的场所中使用, 保管。
(2) 本产品并非防滴构造, 因此请勿在可能溅到水等的场所中使用。
(3) 请勿在产生凝露的环境中使用。另外, 附着在传感器芯片上的水分冻结后, 可能会造成传感器输出的变动或者破坏。
(4) 压力传感器的芯片在构造上接触到光后, 输出会发生变动。尤其是通过透明套等施加压力时, 请避免使光接触到传感器的

芯片。
(5) 请避免采用超声波等施加高频振动的使用方法。

由于本规格为产品单体规格, 为了提高实际使用时的可靠性, 请确认实际使用状态下的性能和品质。

(1) 压力范围, 安装方法错误时, 会造成事故, 因此请注意。
(2) 能够直接使用的压力媒介仅为干燥空气。除此以外的媒介, 尤其是在腐蚀性气体 (有机溶剂气体, 亚硫酸气体, 硫化氢

气体等) 和含有水分, 异物的媒介中使用时, 会造成故障和破损, 因此请避免在上述环境中使用。
(3) 压力导入口的内部配置有压力传感器芯片。从压力导入口插入针等异物后, 会造成芯片破损和导入口堵塞, 因此请绝对

避免上述操作。另外, 使用时请避免堵塞大气导入口。
(4) 关于使用压力, 请在额定压力的范围内使用。在范围外使用时, 会造成破损。
(5) 由于可能因静电而造成破坏, 因此使用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保存时, 请使用导电性的材料使端子之间短路, 或者用铝箔等整体包覆起来。由于塑料的容器容易带电, 因此保存, 
运输时请勿使用。

・ 使用时, 请将桌子上的带电物, 作业人员接地, 以使周围的静电安全放电。
(6) 根据所使用的压力, 请充分注意产品的固定和套管, 导入管的固定及选择。另外, 如有疑问, 敬请垂询。

压力传感器通过定电流驱动进行电压转换, 此后根据需要进行放大使用。 下图所示的电路为一般性使用电路。

使用电路图 (示例)

气压的一般传达方法在低压力和高压力时不同。
● 使用注意事项

① 请选用牢固的压力导入管, 以免压力泄露。
② 请牢固固定压力导入管, 以免压力泄露。
③ 请勿堵塞压力导入管。

气压的传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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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环境

 5. 请在实际使用状态下进行确认

 6. 关于其他使用

 7. 使用电路示例

 8. 安装方法

恒定电流

电路部

压力传感器

放大电路部

OP

AMP

OP

AMP

OP

AMP

低压力
（4.9k Pa～98.1 kPa）

高压力
（196.0k Pa～980.7 kPa）

印刷电路

O形环

压力导入管
管子

印刷电路

管可能会发生偏差，因此请使用牢

固的导入管和O形环来进行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