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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特性： 

本规格书是描述“DS，DA&DP 系列指拨开关”一般的机械特性与电器特性，而该指

拨开关主要是用来作为讯号开关的电子装置。 

1. 使用温度范围：-25℃～﹢70℃

2. 储存温度范围：-40℃～﹢85℃

二．额定电流： 

1. 当开关设定已固定不再作任何切换，则额定电流为：100mA，50VDC

2. 当开关设定不固定需要经常切换，则额定电流为：25mA，24VDC

三．操作类型：指拨式。 

四．测试项目： 

特性 项目 测试种类 测试条件 测试要求 

电 

器 

性 

能 

1 目视检查 
在未施加任何外力及实验前，

以目视方式检测 

产品的外观不能有影响产品功

能的不良缺点 

2 接触阻抗 

①测量通路，在开关的两极端

测量端子间的接触阻抗值 

②测量时以 1KHZ 规格的微电

流阻抗计测量 

50mΩ  max. 

3 绝缘阻抗 直流电压 500V，1分钟±5秒 100MΩ  min. 

4 耐电压 

以 500V 的交流电（50Hz 或

60Hz），施加于两相邻端子与

底座间，并保持 1分钟的加压

状态 

成品不得有故障，跳火及绝缘

体破坏等不良现象 

5 静电容量 在频率 1MHZ±10KHZ 5pF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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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械 

性 

能 

6 操作力 
推扭（按钮）ON→OFF， 

OFF→ON，操作方向的力 
1000gf  max. 

7 操作部强

度 

以 1Kgf 的静态载荷施与操作

方向测定，操作时间 15 秒 

操作部不得变形及机械的功能

发生故障或损坏 

8 焊锡 

焊温：260℃±5℃， 

浸焊时间：5±1 秒， 

焊锡操作的次数：最多 2 次 

测试后成品仍需符合前述 2-6

测试项规格的要求 

9 振动测试 

按 GB/T2423.10 规定。 

频率：10-500Hz/分钟。 

方向：X，Y，Z 三个轴向。 振

幅 0.35mm。 

次数：每个方向测试二小时。

测试后成品仍需符合前述 2-6

测试项规格的要求 

10 冲击测试 

按 GB/T2423.5 规定。 

冲击力：15G（颠峰值），16ms。

方向和次数：三个轴六个方

向，每方向三次。 

测试后成品仍需符合前述 2-6

测试项规格的要求 

耐 

久 

性 

11 寿命测试 

测试时需依照下列条件设定： 
①25mA，24VDC

②动作速度：15-20 回/min

③测试次数：2000 次

1. 测试后成品仍需符合前述

3、4 测试项规格的要求

2. 经测试后成品的接触阻抗

不得大于 100 mΩ

耐 

候 

性 

12 耐寒性 

请依照下列设定条件设定测

试后，并与常温常湿中放置 1

小时后测定： 

①测试温度：-40±2℃

②测试时间：96 小时

测试后成品仍需符合前述 2-6

测试项规格的要求 

13 耐热性 

请依照下列设定条件设定测

试后，并与常温常湿中放置 1

小时后测定： 

①测试温度：85±2℃

②测试时间：96 小时

1. 测试后成品仍需符合前述

3-6 测试项规格的要求

2. 经测试后成品的接触阻抗

不得大于 100 mΩ

14 耐湿性 

请依照下列设定条件设定测

试后，并与常温常湿中放置 1

小时后测定： 
①测试温度：40±2℃

②相对湿度：90-95%

③测试时间：96 小时

1. 测试后成品仍需符合前述

4-6 测试项规格的要求

2. 经测试后成品的接触阻抗

不得大于 100 mΩ

3. 经测试后成品的绝缘阻抗

不得低于 10 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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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焊锡条件： 

■ 温度曲线图

■ 上述提到的情况，是指 PCB 上铜箔的温度。

有一些情况会有 PCB 的温度和开关表面的温度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和 PCB 的材质，大

小，厚度等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要小心不要让开关表面的温度超过 240℃。

■ 手工焊锡：

焊锡温度 320℃以下 

连续焊锡时间 2 秒以下 

■ 处理时注意事项：

在 P.C.B 板面上助焊剂，不要沾到开关本身。

六. 本产品符合“ROHS”。

七. 零件材质：

1. 上盖＆底座：UL94V-0（UL 防火认可），PBT

底座颜色:黑色.

上盖标准化颜色:红色，蓝色 

2. 推钮：UL94V-0（UL 防火认可），PBT。

颜色:白色.

3. 端子：磷青铜镀金，

4. 填充胶:EP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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