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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简介 

 

 

 

 

 

 

特性
 :  

 不燃性 UL94V0 树脂模压封装，耐热，耐湿，绝缘。 

 全焊接线绕结构，优质的电阻线，具有出色的稳定性和浪涌能力。 

 符合 RoHS标准，自动表面安装特殊设计。优良的机械强度和电气稳定性。 

 低厚度具有无感性金属板组件。降低装配成本。 

 

用途
 :  

 消费电子，计算机，电讯，控制仪器等。 

 

 

当电流通过电阻组件时，产生热量，而温度变化通过在组

件中涉及的每种材料中的膨胀或收缩导致机械变化。因此，

理想的电阻器组件将这些自然现象纳入自平衡的稳定性增

强系统中，其通过电阻器制造过程保持其物理完整性，并

且消除了在使用期间补偿热或应力的影响的需要。 

德铭特电子 (SMW) 表面封装系列精密电力绕线电阻器

是专门设计，满足不断增加的表面贴装电阻要求，提供高

精度的功率，紧凑，可靠，和坚固性能。与其他 SMD 功率电阻器的表面温升相比， (SMW) 的

热设计已被优化以便提供更大的降低热效率。 

电力绕线贴片电阻（SMW）系列包括 2W，3W 和 5W 三种功率。阻值范围 0.1Ω 到 680Ω，

精度公差选项有 1％, 和 5%，具有低 TCR 和高过负载能力，适用于浪涌和脉冲应用。 

德铭特首次发布增强功率处理能力时，3W 和 5W（5％ 容差）为 SMD 电阻，设定了新的高

功率标准，目前仍然是市面上最强大的贴片电阻器之一。绕线塑封电阻器（SMW）系列优化散

热设计，提供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更高的浪涌能力，同时降低表面温升和对 PCB 板和相邻电子

组件的长期热损坏。 

表面贴装 (SMW) 绕线系列提供编带封装，符合 RoHS 标准和 100% 无铅。常规外的参数或技

术要求，请与德铭特联系。如果您想了解最新详细规格，机械特性或电气特性等更多产品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德铭特电子贴片电阻器”。 

  

 

德利特 SMD 线绕电阻，提供高精度的功率，出色的稳定性，

和卓越的浪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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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形尺寸 

电力型金属皮膜贴片电阻器 - SMW 系列 外形尺寸 (单位: mm) 

额定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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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  

 
额定工作电压

 (RCWV) = 
√

 
额定功率

 × 
阻值

(Ω) 
或最大工作电压两数取其低。

 

 
规格外参数，可洽德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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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气特性 

电气及机械特性 (SMW) 

特性
 

规格值
 

测试方法
 

阻值容许误差
 ±5% (J) or ±1% (F) - 

温度系数
 ±100ppm/°C -55°C ~ 200°C 

额定负载
 最高表面温度 275°C, ΔR/R ≤ ±1% 额定电压/30 分钟 

短时间过负载
 ±(1% + 0.05Ω) 

5 倍额定功率，施加电压不超过最大

连续工作电压的 2 倍，5秒。 

耐电压
 无机械性能损坏及绝缘击穿现象 施加 AC 500V 电压 1 分钟 

绝缘电阻
 10,000MΩ DC 500V 兆欧表 

焊锡性
 焊锡面积 ≥ 95% 235 ± 5°C 2 秒 

浸锡耐热性
 无机械性能损坏现象, ±(1% + 0.05Ω) 270 ± 5°C 10±1 秒 

 

 

耐环境特性 (SMW) 

特性
 

规格值
 

测试方法
 

温度周率
 ±(1% + 0.05Ω) -55℃ (30分钟) → 室温 (3分钟) → +200℃ (30分钟) → 室温 (3分钟)/(5循环) 

负载寿命
 ±(2% + 0.05Ω) 

额定功率负载 90 分钟 ON, 30 分钟 OFF, 70℃ 1000小时 

耐湿寿命
 ±(2% + 0.05Ω) 

额定功率负载 90 分钟 ON, 30 分钟 OFF, 40℃ 95%RH 5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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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线图 

降额曲线 (SMW) 

在 20℃ 以上环境温度下工作的电阻器，额定功率将降低与下面的曲线一致。 

 

 

 

表面温升曲线 (S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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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号标识 

料号标示 (SMW) 

SMW 2W 10Ω J 

型号 

SMW 
 

额定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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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概述及相关说明 

德铭特 - 薄膜贴片电阻增加强大的新选项 

德铭特电子多种多样的表面贴装电阻，采用高铝陶瓷或硅基片，及超精密可靠的镍铬合金电阻

组件。提供了业界最全面的精密薄膜技术的分立组件，网络，和应用于仪器仪表的集成无源组

件，汽车电子，通讯系统和便携式电子产品应用。 

德铭特已扩大镍铬合金薄膜贴片电阻的生产范围，以因应市场需求，提高精度和稳定性。德铭

特提供精密量测和高精度仪器，和电压调节整个工业的解决方案；于军事和医疗监测设备设计

领域，提供了耐湿度性卓越的贴片电阻。 

德铭特 - 厚膜贴片降低成本的精密电阻 

德铭特电子开发厚膜/薄膜芯片电阻技术，广泛应用于电子电路，电源; 测试与测量，工业电子，

电信，音频电路，汽车控制系统，照明控制，医疗电子设备; 工业设备及控制系统应用。除此之

外，德铭特电子成熟的厚膜技术，提供多样化的标准低阻电阻，供电流检测产品的电池和终端

接口管理。德铭特采用最好的阻抗油墨和严密的制程控制生产精确高性能的芯片。 

德铭特 - 低阻贴片电阻尺寸更小、功耗更少 

现今的电子设备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因此，设计人员正面对更多的表面贴装组件，不仅用于新

的设计，还设计了大型轴式和其他引脚电阻。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一些电阻

器制造商提供贴片电阻以配合引脚型电阻组件。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功率或脉冲的设计

要求，这已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一要求，特别是对脉冲承受能力不断要求加大，需要保护现代

灵感的电子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