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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簡介 
 
 
 
 
 
 
特性 :  

 不燃性 UL94V0 樹脂模壓封裝，耐熱，耐

濕，絕緣。 
 全焊接線繞結構，優質的電阻線，具有出

色的穩定性和浪湧能力。 
 符合 RoHS 標準，自動表面安裝特殊設計。

優良的機械強度和電氣穩定性。 
 低厚度具有無感性金屬板元件。降低裝配

成本。 

用途 :  
 消費電子，電腦，電訊，控制儀器等。 

 
 
當電流通過電阻元件時，產生熱量，而溫度變化通過在組

件中涉及的每種材料中的膨脹或收縮導致機械變化。因此，

理想的電阻器元件將這些自然現象納入自帄衡的穩定性增

強系統中，其通過電阻器製造過程保持其物理完整性，並

且消除了在使用期間補償熱或應力的影響的需要。 

德鍵電子 (SMW) 表面封裝系列精密電力繞線電阻器是

專門設計，滿足不斷增加的表面貼裝電阻要求，提供高精

度的功率，緊湊，可靠，和堅固性能。與其他 SMD 功率電阻器的表面溫升相比， (SMW) 的
熱設計已被優化以便提供更大的降低熱效率。 

電力繞線貼片電阻（SMW）系列包括 2W，3W 和 5W 三種功率。阻值範圍 0.1Ω 到 680Ω，

精度公差選項有 1％, 和 5%，具有低 TCR 和高過負載能力，適用於浪湧和脈衝應用。 

德鍵首次發布增強功率處理能力時，3W 和 5W（5％ 容差）為 SMD 電阻，設定了新的高功

率標準，目前仍然是市面上最強大的貼片電阻器之一。繞線塑封電阻器（SMW）系列優化散熱

設計，提供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更高的浪湧能力，同時降低表面溫升和對 PCB 板和相鄰電子元

件的長期熱損壞。 

表面貼裝 (SMW) 繞線系列提供編帶封裝，符合 RoHS 標準和 100% 無鉛。常規外的參數或技

術要求，請與德鍵聯繫。如果您想了解最新詳細規格，機械特性或電氣特性等更多產品信息，

請登陸我們的官方網站“德鍵電子貼片電阻器”。 

  

 

德鍵 SMD 線繞電阻，提供高精度的功率，出色的穩定性，

和卓越的浪湧能力。 
 

http://www.token.com.tw/big5/chip-resistor/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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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形尺寸 
電力型金屬皮膜貼片電阻器 - SMW 系列 外形尺寸 (單位: mm) 

額定功率 A ±0.3 B ±0.3 C ±0.3 D ±0.3 E Max. 
2W 4.0 6.7 1.4 3.55 7.9 
3W 5.5 10.5 1.7 5.0 12 
5W 7.3 13.5 1.7 6.8 17 

 

註:  
 額定工作電壓 (RCWV) = √ 額定功率 × 阻值(Ω) 或最大工作電壓兩數取其低。 
 規格外參數，可洽德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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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氣特性 
電氣及機械特性 (SMW) 

特性 規格值 測試方法 

阻值容許誤差 ±5% (J) or ±1% (F) - 
溫度係數 ±100ppm/°C -55°C ~ 200°C 
額定負載 最高表面溫度 275°C, ΔR/R ≤ ±1% 額定電壓/30 分鐘 

短時間過負載 ±(1% + 0.05Ω) 5 倍額定功率，施加電壓不超過最大

連續工作電壓的 2 倍，5 秒。 
耐電壓 無機械性能損壞及絕緣擊穿現象 施加 AC 500V 電壓 1 分鐘 
絕緣電阻 10,000MΩ DC 500V 兆歐表 
焊錫性 焊錫面積 ≥ 95% 235 ± 5°C 2 秒 

浸錫耐熱性 無機械性能損壞現象, ±(1% + 0.05Ω) 270 ± 5°C 10±1 秒 
 
 
耐環境特性 (SMW) 

特性 規格值 測試方法 

溫度周率 ±(1% + 0.05Ω) -55℃ (30 分钟) → 室温 (3 分钟) → +200℃ (30 分钟) → 室温 (3 分钟)/(5 循环) 
負載壽命 ±(2% + 0.05Ω) 額定功率負載 90 分鐘 ON, 30 分鐘 OFF, 70℃ 1000 小時 
耐濕壽命 ±(2% + 0.05Ω) 額定功率負載 90 分鐘 ON, 30 分鐘 OFF, 40℃ 95%RH 50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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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線圖 
降額曲線 (SMW) 
在 20℃ 以上環境溫度下工作的電阻器，額定功率將降低與下面的曲線一致。 

 

 
 
表面溫升曲線 (S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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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號標識 
料號標示 (SMW) 

SMW 2W 10Ω J 

型號 

SMW 
 

額定功率 (W) 

2W  
3W  
5W   

阻值 (Ω) 

10 10Ω 
1K1 1.1KΩ 
110K 110KΩ 
1M1 1.1MΩ 

 

公差 (%) 

F ±1.00% 
J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