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MS风量传感器D6F-W
外形尺寸

●电缆（另售）

D6F-CABLE1

D6F-CABLE2 D6F-CABLE2-L

D6F-CABLE3

 D6F-W   CABLE-L  D6F-W   CABLE

100 ±15

200 ±35

3：GND
2：Vout

褐色线
黑色线

蓝色线

1：Vcc

15±3
（5）

180 ±10

3：GND
2：Vout

白色线
黑色线

红色线 1：Vcc

触头：SSH-003T-P0.2（日本压着端子制造（株）生产）
外壳：SHR-03V-S（日本压着端子制造（株）生产）
电线：AWG#30

（15） ）003（-5 （300）

（5）
1980 ±200

）9（-6
3：GND
2：Vout

白色线
黑色线

红色线 1：Vcc

1：Vcc
2：SDA
3：SCL

黑色线

黄色线

红色线

蓝色线 4：GND

触头：SSHL-002T-P0.2（日本压着端子制造（株）生产）
外壳：GHR-04V-S（日本压着端子制造（株）生产）
电线：AWG#28

660 ±10

15±3
（5）

730 ±10

750 ±35

5±1

15±3
30±10

50±10

GND：蓝色

Vout：黑色

Vcc：褐色

100 ±10

触头：SZH-002T-P0.5（日本压着端子制造（株）生产）
外壳：ZHR-3（日本压着端子制造（株）生产）
电线：AWG#26 触头：SZH-002T-P0.5（日本压着端子制造（株）生产）

外壳：ZHR-3（日本压着端子制造（株）生产）
电线：AWG#26

3极
2极
1极

（15） 1980 ±200
（5）

（50）（1900）

蓝色线
黑色线

褐色线

●快速紧固件（另售）

D6F-FASTENER-P10（用于P10）

●转换接头（另售）

D6F-PLG1（用于P10）
32±1

φ11 φ17φ20±0.5
φ10

2.5 （17.7）

返回方向

16.5 ±2

3.3

4-R1.5

8-R2.5

2-R1

t=0.8 ±0.04

2-R2

1
R8.5

R8.5

11.5 ±1

15±13±0.15

刻印10

14
11

滚动方向

6±0.15
3

1

2-R2

12±0.15

8±0.3

触头：SSH-003T-P0.2（日本压着端子制造（株）生产）
外壳：SHR-03V-S（日本压着端子制造（株）生产）
电线：AWG#30

接插件：51021（日本molex（株）生产）
端子：50079（日本molex（株）生产）
电线：0.14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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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示例

安装示例

推荐快速接头外螺纹型尺寸（单位：mm）

D6F是以常规机器中的使用为目的而制造。尤其是在用于下列对

安全性有要求的用途时，应采取失效安全设计、冗余设计并实施

定期检查等，在确保系统与设备整体的安全性的前提下使用。

·以人体保护为目的的安全装置

·运输设备的控制（行驶停止用途等）

·航空航天设备

·核能设备等

不可将D6F用于其动作直接关乎人命的用途。

<共通>
（1）请使用清洁的流体。灰、雾可能会导致特性变化和故障，

应在配管上游侧设置滤网、油雾分离器。

（D6F-W、D6F-V、D6F-P、D6F-PH除外）

（2）适用流体以外的可燃性气体（氢气等）、腐蚀性气体（氯

气、硫、酸、碱等）是导致故障的原因，请勿使用。

（3）对于适用流体以外的流体，不属于性能保证范围。

（4）配管内异物混入是导致故障的原因，从包装袋内取出后，

应防止异物进入配管内。

（5）配管安装时，请使流体沿本体上标示的箭头的方向流入。

配管错误的状态下无法正确测量。（D6F-V/-P/-PH除外）

（6）配管建议采取水平的安装方向。 安装方向不水平时，可能

会出现±1％F.S.以上的误差。

（D6F-A3除外）

（7）传感器应安装在平面上。未正确安装时，可能会导致故障

或无法正确测量。

（8）应在设备电源切断的状态下进行传感器的设置。如果在电

源接通的状态下进行作业，可能会造成触电和误动作等。

（9）传感器安装后务必实施动作确认。

（10）请避免传感器掉落或拆卸盖板等。

<D6F-A6>
（1）安装配管时请使用合适的管用螺钉（R1/4、NPT1/8、

NPT1/2），紧固扭距应为5N·m以下。过度紧固可能会产

生裂缝，导致泄漏，敬请注意。请用扳手夹住连接部（铝

合金）连接配管。握住本体部（PPS）进行紧固会导致本

体损坏或泄漏故障。请涂抹适量的配管密封剂，不要涂抹

到距离螺纹前端2个牙的位置。另外，紧固配管时，请避

免异物卡入、油分附着。

（2）安装传感器时，请使用M3盘头螺钉，紧固扭距应为

0.59N·m以下。

<D6F-A7/-L7/-N7/-A7D/-AB71/-AB71D>
（1）配管请使用快速接头外螺纹型，并通过与该类型接头相匹

配的快速紧固件予以固定。

（2）在配管连接状态下对配管施加过大的外力，或者握住本体

部直接对适配器部施加过大的外力，会导致本体损坏或泄

漏故障。配管时请充分注意，避免对适配器部施加过大的

外力。

配管的快速接头D6F-A7/-L7/-N7/-A7D使用外螺纹P10型，

D6F-AB71/-AB71D使用外螺纹P14型。

注：以配管状态下的本产品的中心为支点，在300mm位置施加40N以上的静态

负载可能会导致本体损坏或泄漏故障。

　　　　　　　　　　　 请涂抹适量的配管密封剂，不要涂抹到

距离螺纹前端2个牙的位置。另外，紧固配管时，请避免异

物卡入、油分附着。

●关于流体和配管安装、传感器安装

●关于传感器的使用用途

D6F系列 共通注意事项

快速紧固件

快速接头外螺纹型

9以下

1.6以下

2.5±0.05

2以上 2以上

C0.3
C0.5

BADC

R0.4
R0.4

C0.1

2.5 +0.25
-0

φ10       +0
-0.05 φ14       +0

-0.05

截面图 X-X 详图 Y

X

Y

X φ12.85 ±0.05

φ20

φ17以下

φ17.85 ±0.05

φ26

φ22以下

符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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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P10型 P1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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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F系列 共通注意事项

<D6F-P0010AM2>

安装示例
M3平头螺钉或
相同径规格的自攻螺钉

密封圈

（1）根据周围环境及安装位置等，可能有灰尘等异物进入传感器
内部，造成部分或全部流路的堵塞或附着在传感器内部，导
致传感器功能无法正常发挥的情况发生，请在使用贵公司实
际设备进行事前评估的基础上使用。

（2）安装配管时，请注意使流体从“＋”向“－”方向流动。
安装方向请参见第D-352页的图。

（3）传感器安装时，请使用M3平头螺钉或相同径规格的自攻螺
钉，紧固转矩为0.59N·m以下。

（4）将流体导入/导出部用密封圈等进行密封安装。推荐密封圈
（JIS B 2401 编号 P4）

焊接条件请使用电烙铁，施加压力100gf以下，温度350℃，
保持5秒时间。（仅限基板封装型）

●符合RoHS的判定标准

<D6F-W>

关于RoHS指令

（1）根据周围环境及安装位置等，可能有灰尘等异物进入传感器
          内部，造成部分或全部流路的堵塞或附着在传感器内部，导
          致传感器功能无法正常发挥的情况发生，请在使用前予以充
          分考虑，并在进行实际测评后进行使用。
（2）传感器安装时，请使用M3平头螺钉或相同径规格的自攻螺钉，
          紧固转矩为0.59N·m以下。

关于使用环境，请避免在下述环境下使用。
·直接受到加热器热辐射的场所
·有水、油的场所
·日光直射的场所
·有尘埃、腐蚀性气体、可燃性气体的场所
·温度变化剧烈的场所
·有可能结冰结露的场所
·受很大振动、冲击影响的场所

·请用20N以下的力插入连接至本产品的连接器端子。在铺设电
线时，请注意避免对连接器施加超出电线弯曲张力的力。另外，
在插拔连接器时，请将电线统一固定，与嵌合轴进行同轴插入，
拉拔角度控制在15°以内。

·与连接器连接端子直接焊接的话可能成为故障的原因，因此请
选用适合的连接器。（除D6F-PHAD1/-PHAD3外）

·请按照端子名称及极性进行正确布线。错误的布线可能导致内
部元件的故障。

·使用市场销售的开关调节器时，请将FG（Frame Ground端子）
及G（Ground端子）接地。

●关于使用环境

安装例

（1）根据周围环境和安装位置，可能会有尘埃等异物进入传感器
并附着在内部，导致流路部分或全部堵塞。从而可能会导致
传感器无法发挥前述特性，因此采用时应对此有充分的理解，
在通过贵公司实际设备进行事前评估的基础上使用。

（2）配管安装时，请使流体从高压侧流向低压侧。
安装方向请参见第D-356页的图。

（3）安装传感器时，请使用M1.8平头螺丝或具有同等直径的自攻
螺丝，紧固扭矩请设置为0.36N·m以下。

（4）传感器的输出会受到配管长度的影响。
最长800mm的配管（内径4mm）的误差为1％以下。

（5）关于连接（D6F-PHAD1/-PHAD3）
·配线时不可搞错端子的极性，否则会导致故障。
·请勿使用DIP焊接（流动焊接）。
·请将产品固定在基板上后进行焊接。
·焊接条件请使用电烙铁，并设置为加压100gf以下、
温度350℃、时间5秒。

<D6F-PHAD1/-PHAD2/-PHAD3/-PHAD4>

●关于抗干扰对策

●关于电源

本产品为精密设备，掉落或过度冲击、施加外力均会引起故障或
特性变化，因此请避免掉落、分解或对端子部施加过大的力。掉
落的产品请勿使用。
·请在妥善管理的静电放电保护区域内使用本产品。

●关于使用

由于干扰也可能导致无法进行正确的测定。使用时应该就以下事
情进行考虑。
·尽可能的远离产生强烈高频的设备（高频焊接机、高频缝纫机 
    等）及产生冲击电波的设备。
·针对产生干扰波的外围设备（特别是：电动机、变压器、螺线
    管线圈、电磁线圈等带有电感成分的东西）应采取浪涌吸收器、
    噪声过滤器等抗干扰对策。
  （将配管、管道分离，使用屏蔽线等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

根据RoHS规定表示不含有6种废止使用物质的产品（包括工程内及
搭载基板的电子部件），在包装上标有RoHS标志。
※ 由于供应商的原因，如果把已经作为符合RoHS的零部件判定为
　 不符合RoHS的产品时，不得已会将标志取消。

6种物质的适用判定标准如下所述。
（不适用RoHS指令的项目除外）

·铅 ：        1000ppm 以下
·水银 ：        1000ppm 以下
·镉 ：        100ppm   以下
·六价铬 ：        1000ppm 以下
·PBB ：        1000ppm 以下
·PBDE ：        1000ppm 以下

·

<D6F-P0001A1/-P0010A1/-P0010A2>

背风侧

迎风侧

安装方向请参见第D-352页的图。

（1）根据周围环境和安装位置，可能会有尘埃等异物进入传感器
并附着在内部，导致流路部分或全部堵塞。从而可能会导致
传感器无法发挥前述特性，因此采用时应对此有充分的理解，
在通过贵公司实际设备进行事前评估的基础上使用。

（2）配管安装时，请使流体从高压侧流向低压侧。
安装方向请参见第D-356页的图。

（3）安装传感器时，请使用M3圆头小螺钉，紧固转矩为1.0N·m以
下。螺丝头及垫圈外径应为6mm以下。请确认已用螺钉固定。

（4）导入端口的密封部请用密封圈等进行密封。
推荐密封圈（JIS B 2401 编号 P4）

<D6F-PHAMD2/-PHAMD4>

（1）根据周围环境和安装位置，尘埃等异物侵入传感器内部，
附着在内部，可能会堵塞部分或全部流路，使传感器无法充
分发挥前述特性，因此请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的
实机进行事先评估后再使用。

（2）安装传感器时，请使用M3盘头螺钉，紧固扭距应为0.59N·m以下。
（3）本产品未配备保护电路，因此请勿施加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

的电气负载，哪怕只有瞬间。否则，会导致电路损坏。请根
据需要设置保护电路。

（4）安装传感器时，应使流入口面（有标志的面）垂直朝向迎风侧，
避免堵住流入口、流出口。安装不正确时将无法进行正确的测量。

<D6F-V>

D6F系列 共通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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