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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hotoMOS开发背景

2. PhotoMOS的诞生和开发过程

2-1. PhotoMOS的诞生和本公司继电器的历史
1987年4月，PhotoMOS在日本市场上诞生，在输出端

采 用 了 功 率 M O S F E T 的 这 款 半 导 体 器 件 便 是 第 一 代

“HF·PhotoMOS”。

在此，先简单回顾一下机械继电器的诞生历史。1958年

本公司发售了“微型开关继电器”。

对于本公司而言，该产品是首次发售的继电器，同年，

开创了继电器事业。

这款“微型开关继电器”是一种借助电磁铁的力量来使

微型开关置ON/OFF的“机械继电器”，可以说是功率继

电器的先驱产品。

到了1970年，开发出了能有效利用永久磁铁力量和电磁

铁力量的“高效率有极继电器技术”，从而开发出了

“NK继电器”、“NR继电器”。

为高灵敏度、且能控制微小电流的“机械·信号继电

器“奠定了基础，随后，这款高效率有极继电器进化

升级为“S继电器”、“D系列继电器”、“T系列继电

器”，目前成为了继电器事业的主流。

另一方面，开发出有极继电器后，随后，作为能够控制

信号ON/OFF的开关，1976年发售了采用三端双向交流开

关的半导体继电器“AQ2固态继电器”。这是本公司

早发售的半导体继电器“SSD”。这款SSD的发售，使得

1976年成为了半导体继电器的元年。同时，也是机械继

电器和半导体继电器，即有触点继电器和无触点继电器

开始共存的一年。

时代继续前进，到了1987年，作为能对输出信号进行接

通切断的元器件，首次在日本推出了采用功率MOS-FET

的“PhotoMOS”。

这一年，是自第一代继电器“微型开关继电器”发售后

的第29年，也是 早发售SSD后的第11年。1987年可以说

正是本公司继电器体系得以形成的年代。

在此，再总结下本公司的继电器体系，

 ○继电器

  大致分为“机械继电器和半导体继电器”。

 ①  机械继电器

分为功率继电器和信号继电器。

 ②  半导体继电器

分为SSD和PhotoMOS。

自从开发出PhotoMOS后，继电器形成了4个类别，针对继

电器市场形成了更加细分、更能迎合市场需求的基本体

系。

2-2. PhotoMOS的诞生
20世纪80年代，机械继电器的用途种类繁多，逐一举例

如下：

 ① 电信(电话交换机·通信设备等)

 ② 数码家电设备 (白色家电·PC相关产品)

 ③ 测量仪器 (电子测量仪器·工厂测量)

 ④ 工业设备市场 (工作机械·纤维医疗仪器)

 ⑤ 娱乐 (娱乐设施·游戏机)

 ⑥ 防盗·防灾设备 (烟·热传感器及控制柜)

在这些广阔的市场上，机械继电器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产

品。

在这些广阔的市场上，大量地使用了机械继电器，而电

子电路设计者开始提出了各种要求和建议。例如：

 ① 要求延长机械继电器的寿命

 ② 要求将电子电路IC化，利用微小信号开闭

 ③ 要求实现继电器驱动电流的省电力化

 ④ 封装的小型化

等等。在此背景下，日本的电子电路市场步入了变革时

代，从8bit到16bit微机鼎盛的黄金时代，电子电路也随着

微机从晶体管电路转为逻辑IC设计。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本公司利用独特的半导体技术，

运用在机械继电器中培育出的制造技术和评估技术开发

出了“PhotoMOS”。

2-3. PhotoMOS的特点
PhotoMOS是一款超乎寻常的全新型设备。是迄今为止史

无前例的产品，正因为如此，必须加强其用途和市场的

开发。

由此，以“日本首创的利用光电元件来直接驱动功率

MOS的设备”为宣传语，利用以下特点来进行推广。

具体特点有：

 ①  开闭时的补偿电压极低，可控制微小信号和模拟信

号，且不失真。

 ② 输入电流为2～10mA，可控制 大6A的负载电流。

 ③  开 路 时 的 漏 电 流 很 小 ， 即 使 外 加 负 载 电 压 达 到

1500V，也在μA以下。(因型号而异，也有非常小的

型号，达到400V 10nA以下)

 ④ 还可控制1500V(0.02A)～30V(3.5A)的负载电压。

 ⑤  信号传输为光控制，完全绝缘，还备有输入/输出绝

缘耐压高达5, 000V的产品。

 ⑥  输入采用LED，不会发生反向电压，还可降低成

本，增强电子电路的可靠性

 ⑦  输出采用半导体(MOSFET)，无弹跳，负载开闭时不

会发生电弧和干扰现象。

 ⑧ 高耐冲击性，高耐压

 ⑨ 寿命接近半永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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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hotoMOS的构造和动作
下面简单介绍PhotoMOS的构造。

PhotoMOS基本上由LED·光电元件·MOSFET(2元件)4个

元件构成。

下面分别从ON动作时和OFF动作时这两方面来讲解

PhotoMOS的动作。

首先，PhotoMOS动作时

 ① 当输入端有电流通过时，LED就会发光。

 ② 光电元件接收到该光后，会产生电压。

 ③ 通过控制电路传输已产生的电压。

 ④ 将电压供给到输出端功率MOSFET的栅极电极。

 ⑤ 输出功率MOSFET会由OFF转为ON。

 ⑥ 负载中有电流通过。

PhotoMOS复位时

 ① 输入端的LED电流会被切断。

 ② 由光电元件产生的电压会消失。

 ③ 向输出功率MOSFET传输的栅极电压会消失。

 ④ 输出功率MOSFET会由ON转为OFF。

 ⑤ 负载电流会消失。

从上述构造和动作说明可以看出，PhotoMOS是一种无触

点半导体元器件，具有半导体所独有的优点和缺点。另

一方面，机械继电器也具有机械所独有的优点和缺点。

下面来比较这两者的优缺点。

2-5. 机械继电器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如下：

卓越的绝缘电阻·绝缘耐压，适用于大容量负载用途，

能较强地应对浪涌及负载短路等引起的故障。

缺点如下：

会发生触点电弧、频跳、动作声音等现象，开关噪音

大。触点寿命有限。因此，不适用于高速动作用途和微

小负载的控制。

2-6. 半导体元器件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如下：

不会发生频跳、动作声音、触点电弧等现象，

寿命极长，开关噪音小，不会发生接触不良等现象。

缺点如下：

难以应对浪涌和负载短路等引起的故障，需要使用保护

电路。

以下市场均有效利用了PhotoMOS(无触点继电器)的特点。

2-7. PhotoMOS的市场
有效利用PhotoMOS的特点和性能，深化渗透更多市场，

随之将新品也投入到更多的市场中。

下面介绍一部分采用事例的市场和采用要点。

 ①  通信·测量·医疗仪器市场

(微小负载开闭和低输出间容量)

 ②  防犯防灾机器·娱乐设备

(广泛的产品群、价格经济性·高可靠性)

 ③  机器人·加工机械·各种机械设备的控制

(高负载电压·电流的功率控制)

 ④  OA设备·车载机器·电力设备

(低导通电阻、高电压·高可靠性)

详情请参照应用篇的内容

2-8. PhotoMOS的市场需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PhotoMOS在各种市场和多方面扩大了

其用途。

举例而言，从封装潮流来回顾这种市场需求，世界已经

进入了“轻·薄·短·小”的时代，通过节省空间来实

现合理化，已成为了时代的潮流。

应时代潮流的趋势，本公司一直走在时代前列，致力于

新型封装的开发。截止到2012年，在现有封装中，有16

种封装已实现了商品化。 初开发的是DIP6(1a)，之后

为满足2a型的市场需求而开发了DIP8(2a)。后来，电路也

进一步转为IC小型化，作为DIP6的小形化，在推出SOP6

的同时，还推出了SOP8。为使印刷基板进一步实现合理

化，又开发出了SOP16(4a)。

另外，为满足FA市场对功率系的需求，进一步开发出了

功率DIP4、功率SIL型。

近，测量仪器市场对超小型PhotoMOS有了需求，为此

推出了SSOP·SON·VSSOP。

以上从封装角度讲述了开发原委。从特性角度出发的开

发原委请参照各个产品的介绍。

2-9. 最后
以上从PhotoMOS的诞生原委出发，大致介绍了开发·特

点以及市场用途等，中国市场今后必定会与其他市场一

样发展壮大，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本公司也会进一步

倾听中国市场用户的心声，向中国市场提供有助于发展

的Photo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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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hotoMOS的特性

3-1. PhotoMOS特性概要
下面介绍PhotoMOS的特性，首先，特性大致分为绝对

大额定值和性能概要。

 【绝对 大额定值】

 即使是瞬间也不能超过的记载值。

 【性能概要】

作为测量条件，环境温度为25度时的值。

绝对 大额定值和性能概要，根据输入端和输出端及输

入输出综合传输特性来分类，共有21项，该21项的汇总

内容如(表3-1)所示。

与以往的机械继电器和SSD的特性项目稍有不同，关于基

本特性，将机械继电器、SSD及PhotoMOS进行对比，讲

解基本特性以及会对设备产生的影响。

3-2. 基本特性和对设备产生的影响
(1)输入端操作电压·电流

为 使 继 电 器 输 出 端 导 通 ， 在 输 入 端 施 加 电 压 或 者 电

流，在构造上，机械继电器及SSD对电压做出规定，

PhotoMOS则对电流做出规定。

使用继电器的设备，基本上都在设备内部使用了AC、DC

电源的各种电压。

通过改变继电器的输入阻抗，可形成众多的输入操作电

压型，为减少部品数量，必须为设备选择 佳的输入操

作电压型。

(2)输入阻抗

继电器的输入阻抗求出驱动继电器时所需要的电流，

确定继电器驱动电路，在设备的消耗功率方面也至关

重要。将继电器的操作电压设为(Vin)，将输入阻抗设为

Rin，则流过的输入电流为Vin/Rin。在额定输入电流项目

中规定该电流。

但是，由于PhotoMOS的输入采用LED，因此通过LED压

降VF来规定输入阻抗。动作规定中也是规定电流，将输

入施加电压设为Vin，将PhotoMOS驱动元件(晶体管时)Vce

和输入电流限制电阻设为Rin，那么输入电流IF可通过

IF=(Vin-VF-Vce)/Rin求得，可通过改变Rin来设定PhotoMOS

的输入电流IF。

Vin

Rin

VCE

VF

(3)负载电压和负载电流

继电器对输出端可控制的负载电压·负载电流的 大值

做出规定。

机械继电器的情况下，根据触点规格·温度上升等做

出规定，而SSD·PhotoMOS则是根据输出端元件的耐

压·温度上升等来规定负载电压/负载电流的 大值。如

果所要控制的负载超过了绝对 大额定值，那么继电器

就有可能发生损坏，因此需要选择具有充裕输出控制容

量的继电器，以应对负载。

另外，使用半导体继电器SSD·PhotoMOS时，设计时还

需要考虑负载电流的温度特性。这是由半导体元件芯片

温度产生的特性变化，使用环境温度越高，可通电的负

载电流值就越小，因此选择继电器时需要考虑设备的使

用温度范围。

还需要注意负载电流和负载电压的 小值，例如，

表3-1 PhotoMOS的特性介绍

特性项目

输入 符号 输出 符号 综合·传输特性 符号

绝对 大额定值

·LED电流

·LED反向电压

· 大正向电流

·允许损耗

IF

Vr

IFP

Pin

·负载电压

　(峰值AC)

·连续负载电流

·输出损耗

VL

IL

Pout

·全部允许损耗

·耐电压

·使用环境温度

·保存温度

PT

Viso

Topr

Tstg

性能概要

·动作LED电流

·复位LED电流

·LED压降

IFon

IFoff

VF

·导通电阻

·输出端子间容量

·开路时漏电流

Ron

Cout

ILeak

·动作时间

·复位时间

·输入输出间端子间容量

·输入输出间绝缘电阻

Ton

Toff

Ciso

R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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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继电器来控制温度传感器(热电偶)等微小模拟信号的

情况下，继电器输出端的影响对于微小负载来说相对增

大，因此必须考虑输出端的接触可靠性、热电动势、闭

路时的微小电流等，并规定继电器的 小适用负载。但

PhotoMOS则无此规定。

(4)输出端阻抗

继电器输出端的阻抗特性在机械继电器中表现为接触电

阻，在SSD中表现为闭路时压降，在PhotoMOS中表现为

导通电阻。该特性值越大，继电器中发生的损耗就越

大。尤其是负载较低的阻抗，有可能出现继电器输出端

压降大的现象，以及不向继电器负载施加所需要的电压/

电流，导致无法正常动作的情况，敬请注意。

由于机械继电器与PhotoMOS中的输出端阻抗为电阻，因

此可对数十μV的微小负载进行控制。

机械继电器的特点在于接触电阻低至数十mΩ，但由于

触点是有寿命的，设计电子电路时需要考虑到寿命短、

接触电阻的变动等问题，因此预计要长期使用的情况

下，需要事先进行缜密的讨论。

PhotoMOS的导通电阻达到数Ω～数十Ω，与机械继电器

相比，输出阻抗虽然较大，但由于长期使用时能获得稳

定的特性，因此电路设计也变得十分容易。

SSD在输出端使用了晶体管·三端双向交流开关等，通过

压降来规定输出阻抗。另外，输出端为非线形阻抗，且

不适于控制约0.6V以下的微小电压负载，但具有高度的

长期稳定性，是一款适用于中容量到高容量负载控制的

继电器。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输出阻抗因继电器的种类而异，

因此需要根据设备用途等来区分使用继电器。

(5)动作时间和复位时间

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和复位时间是指向继电器施加输入信

号后，输出端置ON/OFF之前的时间，对于高速重复控制

的设备，会对循环时间产生影响。

根据型号的不同，PhotoMOS推出了可进行高速动作的RF

型产品。

与PhotoMOS特性之间的对比如(表3-2)所示，敬请参考。

表3-2 PhotoMOS与机械继电器·SSD的术语比较

项目 PhotoMOS 机械继电器 SSD

输入操作电压/电流 LED电流 线圈额定电压 操作电压

　　动作电压/电流 动作LED电流 吸合电压 动作电压

　　复位电压/电流 复位LED电流 释放电压 复位电压

输入阻抗 LED压降 线圈电阻 LED+电阻

输出阻抗 导通电阻 接触电阻 闭路时压降

　　负载电压 负载电压(峰值AC) 大允许电压 负载电压

　　负载电流 连续负载电流 大允许电流 负载电流

动作时间 动作时间 动作时间 动作时间

复位时间 复位时间 复位时间 复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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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PhotoMOS的术语说明

术语 符号 术语说明

输入端

LED电流 IF 通过输入端子间的正向偏置电流。

LED反向电压 VR 输入端子间反方向耐压。

大正向电流 IFP 正向电流的 大瞬间值。

动作LED电流 IFon
在输出端子间连接规定的电源电压和负载的状态下，增加了LED电
流，输出为ON时的电流。

复位LED电流 IFoff
在输出端子间连接规定的电源电压和负载后使其动作，减少LED电
流，输出为OFF时的电流。

LED压降 VF LED正向电流引起的输入端子的压降。

允许损耗 Pin 输入端子间可允许的功率损耗。

输出端

负载电压 VL
为使PhotoMOS正常动作的输出端的电源电压范围。(交流时用峰值来
表示)。

连续负载电流 IL
在规定的环境温度条件下，可在PhotoMOS的输出端子间连续流通的
大电流值。(交流时用峰值表示)。

导通电阻 Ron

在输入端子中流过规定的LED电流，在输出端子中流过规定的连续负
载电流时，可通过以下公式求得输出端子间的压降Vds(ON) 。

　　　Ron＝Vds(ON)/IL

开路时漏电流 Ileak
在无LED电流的状态下，在输出端子间施加规定的电源电压时，流过
输出端的电流值。

输出损耗 Pout 输出端子间可允许的功率损耗。

释放输出电压 Voc MOS驱动的输出释放电压值(驱动MOSFET所必须的电压)。

短路电流 Isc MOS驱动器使输入端置ON时驱动器输出的电流。

电气
特性

动作时间 Ton 在输入端子中流过规定的LED电流后，直至输出为ON之前的延迟时间。

复位时间 Toff
将输入端子中所流过的规定的LED电流切断后，直至输出为OFF之前的
延迟时间。

输入输出间端子间容量 Cisc 输入输出端子间的静电容量。

输出端子间容量 Cout 在无LED电流的状态下，输出端子间的静电容量。

输入输出间绝缘电阻 Riso 在输入输出端子间施加指定电压时，端子间(输入输出之间)的电阻。

全部允许损耗 Pt 输入输出之间的所有电路中可允许的功率损耗。

耐电压 Visc 在输入输出之间施加高电压，不引起绝缘破坏的界限值。

使用环境温度 Topr 在规定条件下PhotoMOS可正常动作的使用环境温度范围。

保存温度 Tstg 不在PhotoMOS上施加电压、电流时可放置保存的环境温度范围。

大通断频率 ──
向输入端子施加规定的脉冲输入后，连续执行动作/复位时，PhotoMOS
能正常动作的 大通断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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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hotoMOS特性介绍

3-3. PhotoMOS的术语说明
在PhotoMOS特性介绍的 后，对术语进行说明，如

(表3-3)所示。

另外，根据此表的主要特性测量方法如下所示。此外还

记载了RF型AQY221N2S作为特性示例，以供参考。

注意： 本测量方法为基本假设方法，与实际测量方法可

能有所差异，仅供参考。

(1)LED电流(IF)

 通过输入端子间的正向偏置电流

 ◆LED电流测量电路

A

 ◆LED电流 大值

项目 符号 AQY221N2S

LED电流 IF MAX 50mA

(2) LED压降(VF)

 LED正向电流引起的输入端子间的压降

 ◆LED压降测量电路

V

 ◆LED压降(IF＝50mA)

项目 符号 AQY221N2S

LED压降 VF

平均 1.25V

大 1.5V

 ◆LED压降温度特性

(V)

环境温度(℃)

L
E
D
压
降

(3)负载电压(VL)

 为使 PhotoMOS正常动作的输出端的电源电压范围

 ◆负载电压为输出峰值电压(AC为峰值电压)

V

AC/DC

 ◆负载电压值

项目 符号 AQY221N2S

负载电压 VL MAX 40V

(4)连续负载电流(IL)

  在规定的环境温度条件下，可在PhotoMOS的输出端子

间连续流通的 大电流值。

 ◆连续负载电流测量电路

A

 ◆连续负载电流(环境温度25℃)

项目 符号 AQY221N2S

连续负载电流 IL MAX 0.12A

 ◆负载电流环境温度特性

环境温度(℃)

(mA)

负
载
电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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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hotoMOS特性介绍

(5)动作LED电流(IFon)

  在输出端子间连接规定的电源电压和负载的状态下，

增加了LED电流，输出为ON时的电流

 ◆负载电压·电流设为 大值

A

◆动作LED电流(环境温度25℃)

项目 符号 AQY221N2S

动作

LED电流
IFon

平均 0.9mA

大 3.0mA

◆动作LED电流环境温度特性

(mA)

环境温度(℃)

动
作
L
E
D
电
流

(6)复位LED电流(IFoff)

  在输出端子间连接规定的电源电压和负载后使其动

作，减少LED电流，输出为OFF时的电流

 ◆负载电压·电流设为 大值

A

 ◆复位LED电流

项目 符号 AQY221N2S

复位
LED电流

IFoff

平均 0.2mA

大 0.8mA

(6)复位LED电流环境温度特性

环境温度(℃)

(mA)

复
位
L
E
D
电
流

【参考】

  设计PhotoMOS电路时的推荐输入电流值和电压值见

(表3-4)。

表3-4 推荐LED电流值

产品名称 推荐LED电流

DIP(SMD), 
SOP

AQV10，11，20 Series

AQY21，41 Series (SOP)
AQV21，41 Series (including SOP)
AQV22 Series (including SOP)
AQY22 Series (SOP)
AQY221*2V Series
AQY221*2S Series
AQY221N3V Series
AQY225R2V Series
AQV25，45 Series
AQW21* Series (including SOP)
AQW41*，61* Series (including SOP)
AQW22 Series
AQW25，45，65 Series

AQS Series (SOP)
AQY212GS，AQY212G2S Series (SOP)
AQV255GS Series (SOP)
AQY21*H，41*H Series
AQY210KS Series
AQY210HL Series
AQY27 Series
AQV21*H Series
AQV25*H，45*H Series
AQV252G Series
AQW21*H，41*H，61*H Series
AQW210HL Series

AQV23 Series

10mA

5mA

5-10mA

2mA

SIL
AQZ10，20，40 Series
AQZ26 Series

5-10mA

DIP
AQZ10*D
AQZ20*D

5V



9

3. PhotoMOS特性介绍

(6)动作时间(Ton)

  在输入端子中流过规定的LED电流后，直至输出为ON

之前的延迟时间

 ◆负载电压·电流设为 大值

  LED电流设为5mA

A

OSC

 ◆动作时间(环境温度25℃)

项目 符号 AQY221N2S

动作时间 Ton

平均 0.03 ms

大 0.5 ms

 ◆动作时间环境温度特性

环境温度(℃）

(ms)

动
作
时
间

(7)复位时间(Toff)

  将输入端子中所流过的规定的LED电流切断后，直至

输出为OFF之前的延迟时间

 ◆负载电压·电流设为 大值

  LED电流设为5mA

  *动作·复位时间

输入

输出

 ◆复位时间(环境温度25℃)

项目 符号 AQY221N2S

复位时间 Toff

平均 0.03 ms

大 0.2 ms

 ◆复位时间环境温度特性

(ms)

环境温度(℃）

复
位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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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hotoMOS特性介绍

(8)导通电阻(Ron)

  在输入端子间流过规定的LED电流，在输出端子间流

过规定的连续负载电流时，可通过以下公式求的输出

端子间的压降Vds(ON)

Ron＝Vds(ON)/IL

 ◆负载电压MAX·电流设为80mA

  LED电流设为5mA

  测量时间在1s以内

V
A

 ◆导通电阻(环境温度25℃)

项目 符号 AQY221N2S

导通电阻 Ron

平均 9.5Ω

大 12.5Ω

 ◆动作时间环境温度特性

环境温度(℃)

(Ω)

导
通
电
阻

(9)Leak电流(ILeak)

  在无LED电流的状态下，在输出端子间施加规定的电

源电压时，流过输出端的电流值

 ◆负载电压·电流设为 大值

  LED电流设为5mA

A

 ◆复位时间(环境温度25℃)

项目 符号 AQY221N2S

ILeak Toff

平均 0.03 ms

大 0.2 ms

 ◆注意

 · 虽然以PhotoMOS(AQY221N2S)为例讲解了特性，但
是在实际设计电路时，请务必再次确认 新样本中
所刊载的特性。

 · 所记载的特性测量等效电路均非制造过程中实施测
量的等效电路。

 · 关于未记载的特性，请垂询经营本公司产品的代理
店或者营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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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特点  ①功率PhotoMOS

4-1. 功率PhotoMOS的开发
初，作为同时具备机械继电器和SSD优点(高绝缘·高

耐压·微小模拟信号控制、低漏电流、高灵敏度高速开

闭·寿命长等)的继电器，开发出了PhotoMOS。但是，可

控制的电流容量比机械继电器和SSD要小(1A以下)，主要

应用于通信·电信·测量仪器等市场。

然而，对于需要进一步实现高容量控制的领域(工业设

备·家用机器·加工机械·FA设备等)，由于需求高涨，

因此开发出了功率PhotoMOS。

现有的产品阵容丰富齐全，有可控制6A的AQZ26系列，

也有DIP型的AQY27系列、SIL型的AQZ系列等。

这些产品在FA设备·工业用设备等市场上取得了辉煌的

成绩，在可靠性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优势。

具体的控制用途：可用于电机、螺线管、电磁阀、指示

灯、功率继电器等。以往产品所难以对应的负载控制也

变得可能。另外，主要控制电路如右图(图4-1～3)所示。

特点：

 ①  由于采用了2个MOSFET，因此使用时可实现AC/DC

兼用

 ② 可实现 大6A的负载控制

 ③ DC专用型适用于DC螺线管、DC电机等的控制

后，展现产品阵容的一部分。

输入

功率
PhotoMOS

输入

功率
PhotoMOS

输入

功率
PhotoMOS

Ｚ

图4-1  螺线管负载

图4-2  指示灯负载

图4-3  电磁开闭器

品番 PD
a触点

DC专用
a触点

AC/DC兼用
b触点

电压驱动
DC专用

电压驱动
AC/DC兼用

功率高容量

示意图

负载电流 0.35～2A 0.7～4A 0.5～3A 0.5A 0.6～3.6A 0.45～2.7A 1～6A

导通电阻 0.11～2.1Ω 0.05～1.06Ω 0.11～2.1Ω 2.8Ω 0.033～1.23Ω 0.066～2.4Ω 0.036～1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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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特点  ②b触点·1a1b触点

4-2. b触点PhotoMOS的开发
随着PhotoMOS的优势被广泛了解，人们将其用于测量

仪器、信息通信设备、OA设备、医疗仪器、FA设备等广

泛的领域。为了满足用户进一步的需求，本公司开发出

了「可通过机械继电器实现，并拥有所有触点构成(b触

点、c触点)的PhotoMOS」。

关于b触点，自1990年本公司发售GU 1b型(AQV414)400V

型以来，迄今为止已拥有22款型号，被各种各样的市场

采用。

产品阵容丰富齐全，展开如下：

 ① 封装 ：SOP4、SOP6、SOP8、DIP6、DIP8

 ② 触点构成 ：1b、2b、1a1b

 ③ 负载电压 ：60V、350V、400V。

另外，随着产品型号的展开，a触点型60V产品的品种等也

逐步增加，因此1a1b触点也能对应 初的开发目的，即1c

触点，电路设计的应用展开也得以拓广。下面将介绍b触

点型的现有产品和1a1b触点电路设计上的注意点等。

4-3. b触点PhotoMOS的产品展开
如前所述，迄今为止，已有22款b触点型的PhotoMOS实现

了商品化。这22款中的主要产品如表4-2-1所示。

作为参考，该表还记载了1a型的AQY212S。

目的在于给后面提到的采用1a型和1b型的1c电路应用提

供参考。

从该表中可以看出，60V型产品系列的开发使得原先复

杂的电路设计变得简单了，在FA市场上引起了巨大的反

响。另外，SIL型的功率PhotoMOS上装有插槽，提高了使

用便利性。

此SIL型也有已插进端子台的产品，可直接使用。

表4-2-1 b触点PhotoMOS的简介

产品产品

特性特性

SOP4SOP4 SOP4SOP4 DIP4DIP4 SOP8SOP8 SOP8SOP8 SOP4SOP4 SILSIL

1a1a 1b1b 1b1b 1a1b1a1b 2b2b 1a1a 1b1b

AQYAQY
212S212S

AQYAQY
412S412S

AQYAQY
414EH414EH

AQW612SAQW612S AQＷAQＷ
414S414S

AQYAQY
410S410S

AQZAQZ
404404NO部NO部 NC部NC部

输
出
端

负载电压负载电压 (V)(V) 6060 6060 400400 6060 6060 400400 350350 400400

负载电流负载电流 (A)(A) 0.50.5 0.50.5 0.120.12 0.450.45 0.450.45 0.10.1 0.120.12 0.50.5

导通电阻导通电阻 (Ω)(Ω)
平均平均 0.830.83 1 2626 1 1 2626 1818 2.82.8

大大 2.52.5 2.52.5 5050 2.52.5 2.52.5 5050 2525 4.04.0

输出端子间容量输出端子间容量 (pF)(pF) 8080 500500 100100 8080 500500 100100 110110 2, 0002, 000

开路时漏电流开路时漏电流 (μA)A) 1 1 1010 1 1 1 1 1010

输
入
端

动作LED电流动作LED电流 (mA)(mA)
平均平均 0.70.7 0.90.9 1.41.4 0.90.9 0.90.9 0.90.9 0.90.9 1

大大 3 3 3 3 3 3 3 3

复位LED电流复位LED电流 (mA)(mA)
平均平均 0.40.4 0.40.4 0.40.4 0.40.4 0.40.4 0.40.4 0.40.4 0.40.4

大大 0.650.65 0.850.85 1.31.3 0.80.8 0.80.8 0.80.8 0.850.85 0.90.9

LED压降LED压降 (V)(V) 大大 1.51.5 1.51.5 1.51.5 1.51.5 1.51.5 1.51.5 1.51.5 1.51.5

动作时间动作时间 (ms)(ms)
平均平均 0.650.65 0.90.9 0.80.8 0.650.65 0.90.9 0.430.43 0.520.52 3.93.9

大大 2 3 3 3 3 1 1 7.57.5

复位时间复位时间 (ms)(ms)
平均平均 0.080.08 0.210.21 0.20.2 0.080.08 0.20.2 0.30.3 0.230.23 0.80.8

大大 0.20.2 1 1 1 1 1 1 3

耐电压耐电压 (V)(V) 1, 5001, 500 1, 5001, 500 5, 0005, 000 1, 5001, 500 1, 5001, 500 1, 5001, 500 1, 5001, 500 2, 5002, 500

注) 请确认产品样本上的详细特性。注) 请确认产品样本上的详细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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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特点  ②b触点·1a1b触点

PhotoMOS的1a1b电路构成

在PhotoMOS中对a触点和b触点的产品进行组合，设计

1a1b电路时 重要的注意事项便是PhotoMOS动作时的同

时ON状态。

首先来看（图4-2-4）所示的PhotoMOS的1c电路，由a触

点型的AQY212S和b触点型的AQY412S构成，PhotoMOS的

负载上简易地连接有LED。这两个PhotoMOS的动作时间

和复位时间的特性摘要见表4-2-2。

另外，在该1a1b电路中施加输入脉冲时，PhotoMOS动

作·复位时间的时序图见图4-2-5。

从该时序图可以看出，在PhotoMOS动作·复位时间的规格

值达到 大值的情况下，输入脉冲由OFF转为ON时，追溯

PhotoMOS的动作，就会发现a触点型ON时与ｂ触点型OFF

时会有一段重合，此时会发生瞬间同时为ON的状态。

因此，设计电路时，如果这种同时ON时间会引发问题，

则需要充分考虑。

另一方面，OFF时复位时间的 大值则没有问题，但

是，需要确认特性偏差。

AQY212S

AQY412S

图4-2-4  PhotoMOS的1a1b触点电路

ON

ON

ON

OFF

OFF

OFF

0 1    2    3   ms 0  0.2 1.0 ms

·212S和412S的
同时ON时间

输入脉冲

AQY412S

AQY212S

图4-2-5  1a1b触点电路

AQY212S和AQY414S的动作时序图

输入脉冲

NC输出

NO输出

AQY212S和AQY412S的1a1b电路构成传输特性

表4-2-2 PhotoMOS特性

产品产品
特性特性

AQY212SAQY212S AQY412SAQY412S

动作时间 (ms)动作时间 (ms)
平均平均 0.650.65 0.90.9

大大 2 3

复位时间 (ms)复位时间 (ms)
平均平均 0.080.08 0.210.21

大大 0.20.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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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特点  ③电流限制功能

下面介绍PhotoMOS中具有特殊功能的带短路
保护功能型和带电流限制功能型。

4-3. PhotoMOS带保护功能型

4-3-1. 带短路保护功能

带短路保护功能型中，在售的有2种类型。

(1)带短路保护功能(闭锁型)

(2)带短路功能(非闭锁型)

在此简单介绍这两种功能。

 这2种类型都具备保护继电器的功能，即在PhotoMOS负

载端有过电流流过时，PhotoMOS内部的保护电路就会运

行。

其中，闭锁型有切断负载的功能，而非闭锁型能在过电

流通过时自行复位。

*  闭锁型在检测到过电流时，会切断负载电流，并保持

OFF状态。

 非闭锁型在检测到过电流时，会切断负载电流，并在负

载电流恢复为正常值时，自行复位为通常的继电器动

作。

4-3-2. 电流限制型

电流限制型具有以下功能：当负载电流达到一定的输出限

制电流时，负载电流限制功能就会运行，并保持一定值。

下面详细介绍各种类型及其特性。

4-3-3. 带短路保护功能

4-3-3-1. 带短路保护功能(闭锁型)

封 装 准 备 的 是 ( 图 4 - 3 - 1 ) 所 示 的 S O P 4 脚 型 。 品 号 为

AQY210KS的1品号。

该产品的概略特性如表4-3-1所示，但是，该特性表中，

有2点特性是和一般的PhotoMOS不同的。

①  过电流特性 

AQY210KS的负载端通过160mA～240mA的过电流时，

短路保护电路就会运行，从而切断输出。

②  检测时间 

负载端通过200mA的过电流时，AQY210KS的过电流

检测时间就是表4-3-1中的检测时间50μS。不过，该

时间不能进行调整，因此，在PhotoMOS使用电路中，

如果持续50的噪音，则AQY210KS会检测过电流，并

切断电路。

根据上述①和②的特性，即使有过电流通过，负载端也

会完全切断，因此PhotoMOS几乎不会发热，PhotoMOS自

身也不会损坏。

过电流检测后，如果要恢复PhotoMOS的功能，可以先切断

一次输入电流，然后再接通输入电流，从而使功能复位。

只是，负载电流为过电流状态时，AQY210KS会断断续续

地启动短路保护功能，输出就会保持切断状态。

下面来看带短路保护功能(AQY210KS)的简略图，表示从

正常时到过电流检测时其推移的时序图。

如该时序图所示，AQY210KS在检测到有过电流产生时，

必须切断输入电流并再次接通。

       
图4-3-1  AQY210KS的外观

表4-3-1 AQY210KS的概略特性

项目 符号 特  性

输入

动作LED电流
平均 mA 1.1

大 mA 3

复位LED电流
小 mA 0.3

大 mA 1

输出

负载电压 大 V 350

负载电流 大 A 0.12

导通电阻
平均 Ω 23

大 35

传输
特性

切断电流

小 mA 160

平均 mA 200

大 mA 240

检测时间 平均 μS 　50

动作时间
平均 ms 0.7

大 ms 2.0

复位时间
平均 ms 0.07

大 ms 1

1

2

4

3

闭锁
电路

栅极
切断电路

检测电路

通常继电器功能

继电器输入
电流

继电器输出
电流

OFF

ON

ON

过电流产生

闭锁通常继电器功能

输入复位

图4-3-2  AQY210KS的简略图
动作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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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特点  ③电流限制功能

4-3-3-2. 带短路保护功能(非闭锁型)

下面介绍带短路保护功能(非闭锁型)AQV112KL(A)。

首先，封装准备的是图4-3-2-1所示的DIP6脚型和对应

表面贴装的SMD型。并未准备前面介绍的带短路保护功

能闭锁型的SOP4脚型，敬请注意。

带短路保护功能非闭锁型只有AQV112KL这1个品号。通

过(图4-3-2-2)来介绍其功能。

在传统的PhotoMOS控制电路功能的基础上，为满足短路

保护功能的需求，追加了3个电路。

 ①  过热检测电路。

此种电路可在短路发热时保护PhotoMOS

 ②  间歇动作电路

PhotoMOS的电压监控电路

 ③  电压检测电路 

此种电路可以在检测到过电流后，使PhotoMOS由

ON状态转为OFF状态

下面通过时序图简单追溯AQV112KL的动作。

 ①  输出电流会随输入电流转为ON。

 ②  输出端有过电流产生时，输入电流即使为ON状态，

其负载电流也会变为OFF，并重复间歇动作。

 ③  但是，输出端复位为额定电流时，就会解除异常，

PhotoMOS就会转为正常动作。

如前面提到的短路保护闭锁型，即使短路保护功能运

行，也无需使继电器输入电流置ON/OFF，非常方便。

但是，特性方面有以下注意事项：

 ①  负载电压 

直流电压专用型，交流负载则不能使用

 ②  负载电压 

也涉及到短路检测电压，7V～60V的直流电压

 ③  负载端端子电压 

PhotoMOS为ON状态时，负载端端子电压(4-6间)如

果超过负载短路检测电压，负载电流就会进入振荡

状态。

请参考表4-3-2-1中AQV211KL(A)的特性。

  
图4-3-2-1  AQV112KL(A)的外观

表4-3-2-1 AQV112KL(A)的概略特性

项目 符号 特  性

输入
动作LED电流

平均 mA 0.8
大 mA 10

复位LED电流
小 mA 0.3
大 mA 0.7

输出

负载电压 大 V(DC) 7～60
负载电流 大 A 0.5

导通电阻
平均 Ω 0.55

大 Ω 2
负载短路
检测电压

平均 V 5
大 V 7

动作时间
平均 ms 2.0

大 ms 5.0

复位时间
平均 ms 0.1

大 ms 1

继电器输入
电流

继电器输出
电流

OFF

ON

ON

过电流产生

解除异常

OFF

图4-3-2-2  AQV112KL的简略图和动作时序图

1

2

6

4

控
制
电
路

加
热
检
测
电
路

电
压
检
测
电
路

间
歇
动
作
电
路



16

4. 本公司特点  ③电流限制功能

4-3-3-3. 带电流限制功能

作为PhotoMOS带保护功能的产品， 后介绍带电流限制

功能。

如(表4-3-3-1)电流限制特性一览表所示，封装有3种类

型：DIP4脚(1a)·DIP8脚(2a)·SOP4脚(1a)。

其功能是：连接在PhotoMOS上的负载电流如果达到输出

限制电流(180mA)，负载电流上的限制值就会起作用，并

保持一定值。

像这种内置在PhotoMOS中的电流限制电路，能够瞬间限制

负载电流，因此可有效地进行自我保护，发挥其功效。

通过这种自我保护功能，PhotoMOS可以保护后续的电路

部品，免受过电流的影响。

如图4-3-3-1所示，电流限制品与以往产品之间的特性比

较，描述的就是这种状态。

通过该图可以看出，电流限制功能如果长时间持续，

PhotoMOS就有可能损坏，因此必须将输出损耗设定在绝

对 大额定值以下。且输出限制电流固定设定为0.18A，

不得改变。

带电流限制功能产品的简略图如(图4-3-3-2)所示。

该简略图所示的输出MOSFET的D-S间耐压统一为350V。

理由：此产品是为通信相关用途而开发出的产品。

但是， 近各个I/O电路上也经常采用。

图4-3-3-1  电流限制品与以往产品之间的特性比较

1

2

4

3

栅极
控制
电路

过电流
控制电路

检测电路

标准品：

电流限制：

图4-3-3-2  带电流限制功能产品的简略图

表4-3-3-1 电流限制特性一览表

项目

品号 AQY210ＨL AQY210LS AQＷ210ＨL

形状
符号

输入

动作LED电流
平均 mA 1.2 1.2 1.2

大 mA 3 3 3

复位LED电流
小 mA 0.4 0.4 0.4

大 mA 1.1 1.1 1.1

输出

负载电压 大 V(DC) 350 350 350

负载电流 大 A 0.12 0.12 0.12

导通电阻
平均 Ω 20 20 20

大 Ω 25 25 25

输出限制电流 平均 A 0.18 0.18 0.18

动作时间
平均 ms 0.5 0.5 0.5

大 ms 2 2 2

复位时间
平均 ms 0.08 0.08 0.08

大 ms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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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特点  ④MOSFET驱动器

4-4. MOSFET驱动器
MOSFET驱动器的构造和用途与PhotoMOS稍有不同，下

面介绍本产品的构造和使用方法。

首先从构造方面来看两者之间的区别。

MOSFET的外观封装与PhotoMOS相同，但是内部所使用

的元件有所不同。

MOSFET驱动器中只有LED和光电元件，未使用MOSFET。

关 于 使 用 方 法 ， 后 面 会 详 细 介 绍 ， 基 本 使 用 方 法 与

PhotoMOS是一样的，其不同点在于，MOSFET驱动器的

输出端子中，光电元件的电压输出约为8V，因为所连接

的MOSFET是市面上出售的按照设计者需求设计的，因此

设计电路时，很容易就能构成设计者期望的电路。

(表4-4-1)为PhotoMOS和MOSFET驱动器的比较表。

4-4. 使用MOSFET驱动器的好处

4-4-1. 可构成多功能PhotoMOS

 · 利用MOSFET驱动器和市售的MOSFET这2点就可以

构成PhotoMOS。

4-4-2. 无需使用外部电源

 · 外部连接用MOSFET的栅极电压是由MOSFET驱动器

提供的，因此不需要使用外部电源。

4-4-3. 简化外部电路构成

 · 由于不需要外部连接MOSFET的电源，电路构成变得

简单、合理化。

4-4-4. 可节省空间

 · 通过削减部品数量等，从而可节省基板面积，达到

节省空间的目的。

4-4-5. 可混合构成AC·DC型负载

 · 2个MOSFET在公共电源间连接在一起，从而可控制

AC·DC负载

表4-4-1 PhotoMOS和MOSFET驱动器的比较

种类
构成

PhotoMOS MOSFET驱动器

内部使用元件
①LED
②光电元件(太阳能电池)
③MOSFET

①LED
②光电元件(太阳能电池)

内部构造

②光电元件
(太阳能电池)

输入端

输出端

③MOSFET

①LED

输入端

输出端 ①LED

②光电元件
(太阳能电池)

内部电路图

②
③

①
输
入
端

输
出
端 ①

②
输
入
端

输
出
端

驱
动
电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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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特点  ④MOSFET驱动器

4-4-2. MOSFET驱动器的品种和特性

下面介绍MOSFET驱动器的品种和使用上必要的特性。如

(表4-4-2-1)的MOSFET驱动器特性表所示，准备有4型，

封装有DIP6脚·SOP4脚·SSOP这3型。

各种类型的MOSFET驱动器输出电压中，APV1122和

APV1121S平均可以输出8.7V的电压。而APV2121S和

APV2111V的电压输出为8.2V。产生这个差异的原因在于

内置的光电元件不同。

从(图4-4-1)所示的输入LED电流与输出释放电压特性即

可看出光电元件不同所造成的特性差异。

从(图4-4-2)中可以看出，要获得短路电流10μA时，

APV1121S与APV2121S中存在约3mA的差异。

另外，从(图4-4-1)的LED电流与输出释放电压的关系可

以看出，当LED电流达到3mA左右时，就会急剧上升，

这种特性也是MOSFET驱动器中使用的光电元件内部控制

电路的特性决定的。从本图可以看出，光电元件如果通

过10mA的输入LED电流，就可以获得接近8V的输出释放

电压，此电压成为施加到外部连接的MOSFET上的栅极电

压，由于外部连接的大部分MOSFET的Vth约为3.5V，因

此8V的输出电压已绰绰有余。

表4-4-2-1 MOSFET驱动器的特性

项目  符号 APV1122 APV1121S APV2121S APV2111V 备注

形状

DIP6pin SOP4pin SSOP

释放输出电压(平均) V 8.7V 8.7V 8.2V 8.2V

短路电流(平均) μA 14μA 14μA 8μA 8μA

输入端

LED电流 IF 50mA

LED反向电压 VR 5V

大正向电流 IFP 1A
f＝100Hz、
占空比＝0.1%

允许损耗 Pin 75mA

动作LED电流 mA 3(0.6) 3(0.8) 大值(平均值)

耐电压 Viso 5,000VAC 2,500V AC 2,500V AC 1,500V AC

动作温度 Topr -40℃～+85℃ 低温时不结冰

保存温度 Tstg -40℃～+100℃

图4-4-1  输入LED电流和输出释放电压

图4-4-2  输入LED电流和短路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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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特点  ④MOSFET驱动器

4-4-3. MOSFET驱动器应用电路

下面介绍MOSFET驱动器中CPU构成的I/O应用电路示例。

右侧所示的(图4-4-1)和(图4-4-2)分别是采用了光耦和

MOSFET驱动器的电路示例。

首先来看光耦的电路示例：

 ① 晶体管·电阻等的部品数量较多，电路比较复杂。

 ②  大的问题点是，光耦和外部负载连接用MOSFET

的驱动电路上必须使用电源。而这个外部电源还必

须是和控制电路绝缘的电源，成本会因此而上升。

另一方面，从MOSFET驱动器的电路示例可以看出，仅

使用MOSFET驱动器和外部负载连接用MOSFET，电路构

成变得极为简单，可实现构成极为简单的电路。可实现

PhotoMOS。

该电路中的应用产品为本公司功率高容量型(图4-4-5)中

的AQZ262(60V·6A)和AQZ264(400V·1A)。

另外，如(图4-4-3)所示，负载为DC时，MOSFET可以由1

元件构成。负载为AC及DC时，如图4-4-4所示的电路构

成，MOSFET必须使用2元件。

至此完成了产品介绍，通过使用MOSFET驱动器，可以简

化电路构成，但是高容量的情况下，针对MOSFET的发热

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也成了设计上的一大课题。

负载

VL(AC,DC)

E1

IF

MOSFET 驱动器

E1

IF

+Vcc(绝缘)
外部电源

光耦

图4-4-2  MOSFET驱动器的驱动电路例

图4-4-1  光耦驱动电路例

仅凭MOSFET驱动器来驱动MOSFET

以光耦+外部电源来驱动MOSFET

控
制
电
路

E1

负载

VL(DC)

+

-

控
制
电
路

控
制
电
路

IF

E1

负载

IF

图4-4-3  MOS驱动器DC电路例

图4-4-5  功率高容量型

图4-4-4  MOS驱动器DC/AC电路例

VL(A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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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特点  ⑤超小型SON型

4-5-1. 小型化研究  ～模腔基板构造～

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基板构造，从而实现小型化。

如(图4-5-1)所示，“PhotoMOS”SON型构造由单一平面形状

的输入端基板和模腔构造的输出端基板构成，输入端基板

上安装有LED，输出端基板上安装有光电元件和MOSFET。

各基板上形成了能分别进行电气连接的具有导电性的铜

箔，连端子也被铜箔化了。

为了确保输入端LED和输出端光电元件的光结合，在构造

上，中间覆盖有透光型树脂，而为了遮断外部光线，并保

护内部元件，从 上部的覆盖开始采用了光遮断型树脂。

构造上与传统产品相比，引脚架的厚度被薄化到导电性

铜箔的厚度，且为了支撑引脚架，以一定厚度来确保强

度的光遮断型树脂的厚度也被薄化了。

此外，通过焊接安装与外部进行电气性、机械性接合的

端子部也被铜箔化，从而可实现薄型化。

其结果，从封装尺寸方面来看，与过去的引脚架构造

SSOP型相比，体积缩小到了约为原来的44%。

2.电气特性和可靠性评价结果

(表4-5-1)中的“PhotoMOS AQY221N3M”电气特性，其

可靠性评价结果如(表4-5-2)所示。从该表可以看出，与

SSOP型相比，体积缩小了50%，但是电气特性和长期可

靠性却维持在同等级别。
项目 「AQY221N3M」 测量条件

输入 动作LED电流
1.0mA

IFon

lL=80mA 平均

3.0mA 大
复位LED电流
0.2mA

lFoff

lL=80mA 小

0.9mA 平均
LED压降
1.35V

VF

lF=50mA 平均

1.50V 大

输出
5.5Ω

导通电阻
lF=5mA, lL=80mA Ron 平均

7.5Ω 大
输出端子间容量
1.1pF

Cout

IF=OmA, VB=OV 平均

1.5pF f=1MHz 大
开路时漏电流
0.01nA

Ileak

lF=OmA, VL=Max 平均

10.00nA 大

特性 传输
动作时间
0.02ms

Ton

IF=5mA, VL=10V
平均

0.20ms RL=125Ω 大
复位时间
0.20ms

Toff

lF=5mA, VL=10V 平均

0.20ms RL=125Ω 大
输入/输出间容量
0.8pF

Ciso

f=1MHz, VB=OV 平均

1.5pF 大

表4-5-1电气特性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判定

高温放置 100℃·1000h 合格

低温放置 -40℃·1000h 合格

PCT 125℃, 85%RH·2.0×102kPa 合格

THB 85℃, 85%RH, 80%V Bias 合格

气相 0℃⇔100℃, 100次 合格

液相 -40℃⇔100℃, 100次 合格

表4-5-2 可靠性评价结果

图4-5-1 SON端子构造图

如(图4-5-1)所示，因采用城堡式设计，从封装背面开始

到侧面为止均是连续的铜箔端子构造，因此从封装背面

开始到侧面为止的焊接形成了角焊缝，且3次元式的焊接

连接提高了安装强度。

(表4-5-3)体现出有着传统端子构造的SSOP，仅封装背面

的铜箔品，及封装背面和侧面的铜箔品，分别从横向施

加应力，并发生剥离时各自的强度。

从中可以看出，封装侧面为止都是铜箔，相较于过去的

SSOP，可确保约2倍的焊接安装强度。

表4-5-3 焊接剥离强度

端子铜箔 焊接剥离强度(N)

SSOP 20

仅背面铜箔 15

背面·侧面铜箔 50

半导体继电器，其透光型树脂周边覆盖有光遮断型树脂，属于城堡式设计的模腔构造的基板开发，因此在过去的引

脚架式构造上，与界限尺寸的SSOP(Small Shrink Outline Package)型相比，实现了体积为SSOP的44%的SON(Small Outline 

Non leadpackage)型超小型化。且，此继电器属城堡式设计，从封装背面开始到侧面为止均是连续的铜箔端子构造，将

焊接贴装强度提升到了约为过去产品的2倍，且有着和SSOP型同等的电气特性及长期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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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特点  ⑥面向测量市场  低C×R

松下PhotoMOS的优势之一在于封装的小型化。尤其是很
多情况下能够做到在一个基板上安装多个PhotoMOS，在
半导体检查装置、探针卡及其他各种测试仪市场上，这
类需求很强烈。
另外，在这些市场上，为了准确测量被检查体的电气特
性，要求具备以下特性。
首先介绍相关特性。

■导通电阻(Ron)

导通电阻···在输入端子通过规定的LED电流，在输
出端子通过规定的持续负载电流时，根据输出端子间的
压降VDS(on)，利用以下公式求出。Ron＝VDS(on)/IL 在此称为
Ｒ型。

■输出端子间容量(Cout)

输出端子间容量···没有LED电流通过的状态下，其输
出端子间的静电容量。
在此称为C型。
另外，测量电气特性时，很多情况下，电路部分都要用
到低Ｒ型和低C型。
低Ｒ型是指信号通过部位所使用的模组。为此，为减少
信号损失，电阻值越低，就越能得到精湛的测量结果。
低C型是指为抑制信号波形的偏差，容量越低，就越能实
现高速、精湛的测量。
因此，“封装的小型化”、“导通电阻值的降低”和
“输出端子间容量的降低”是必备要素。

因此，本公司将Cout(输出端子间容量)×Ron(导通电阻值)＝

C×Ｒ值的降低设为了开发课题。下面做详细介绍。

(图4-6-1)为本公司迄今为止一直在发售的面向测量仪器

的PhotoMOS RF型的开发说明图。

另外，表4-6-1是导通电阻和输出端子间容量的分布图。

(仅记载了标准品)

除此以外，还可以特殊定制的形式实现更高性能的特

性，如有需求，请垂询本公司。

◆C×R 产品的市场展开

RF  1a 低C＆小型化
(横型MOS技术)
RF C×R10/20

多极化
RF低导通电阻

RF SOP

4a

低R化
(纵型MOS技术)
RF C×R10/20

高耐压化
200V, 400V

SSOP
C×R5 

C×R 5低导通电阻化
RF低导通电阻

低CR化
RF C×R

RF C×R10

4a

SON
C×R5 

小型化
RF低导通电阻

SOP1a

1a

开发中或者
可特别定制

VSSOP
C×R5/10

RF电压驱动型
C×R10 

4a
1a

图4-6-1  RF型开发说明图

1a

1a

1a

2a2

C

4

R10 
1

1988 2011200820052002200019981995

1a

表C×R值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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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公司特点  ⑦电压驱动型

■电压驱动型PhotoMOS的开发

随着PhotoMOS在各种市场中的普及，除电气特性方面的

需求外，还出现了削减贴装面积的需求。

前面已经介绍过，本公司着手于封装的小型化，并成为

了行业的领军企业。为进一步削减贴装面积，开发出了

将周边开路部品，即电阻内置在继电器中的技术。具体

示意图如右图所示。

具有以下特点：

 ① 由于在PhotoMOS本体中内置电阻，因此便于在基板

上节省空间。

 ②由于采用电压驱动型，因此便于对输入端进行设计。

 ③ 由于无需使用外接电阻，因此可减少部品数量及贴

装工时。

后，一部分阵容如(表4-7-1)所示。虽然难以对应所有

封装，但很多情况下，能够以特殊定制的方式来对应用

户的需求，因此敬请垂询。另外，对于输入电压的特殊

要求也可进行对应，敬请垂询本公司。

创造出
空间

电阻内置型的优势电阻内置型的优势

与外接电阻的情况相比，
可节省电阻部分所占用的空间。

表4-7-1 电压驱动  阵容

AC/DC兼用型
输入额定值 输出额定值

品号
输入电压 负载电压 负载电流

RF SSOP 电压驱动 低导通电阻 1a 6V 40V 0.25A AQY221FR2V

低输出端子间容量 1a 6V 40V 0.12A AQY221FN2V

RF SOP16 电压驱动 低导通电阻 4a 6V 40V 0.16A AQS221FR2S

低输出端子间容量 4a 6V 40V 0.06A AQS221FN2S

GU SOP4 电压驱动
高容量 1a 6V 60V 1.25A AQY212FG2S

功率 SIL4 电压驱动
功率 1a 30V 60V～400V 0.45～3.6A AQZ*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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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靠性测试

●开闭寿命

PhotoMOS是由半导体元件构成的半导体继电器，与机械

继电器不同，如在通常的额定条件内使用，则转换次数

是不受限制的。

●LED发光效率的经年变化

PhotoMOS在输入端使用GaAs的LED，长年累月使用时会

造成LED发光效率的下降。

一般而言，LED的通电电流越大，其发光效率就越急剧

下降。GaAs的LED发光效率的经年变化如图5-1所示。

使用传统的光耦时，LED经年变化引起的发光效率下降

会对电气特性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是由于光耦中存在

CTR(电流增幅率)，负载电流因输入电流而受到限制的缘

故。因此，LED经年变化引起发光效率下降时，会导致

无法获得所需要的负载电流，使用时需要充分注意。

图5-1  LED的⊿Po经年变化

t(时间)

相
对
发
光
输
出

另一方面，PhotoMOS利用光电元件将LED光先转换为电

压，然后驱动转换元件-MOSFET。因此，PhotoMOS的动

作取决于光电元件的输出电压。输入LED电流与光电元

件输出电压之间的关系如图5-2所示。实际使用时，输入

电流如在推荐值5mA以上，则光电元件的输出电压完全

在饱和领域内，另外，由于输出功率MOSFET的导通电压

Vth大约为3V，因此即使LED发光效率下降，使用时，光

电元件的输出电压也几乎不会发生变化，可充分驱动输

出功率MOS。综上所述，像光耦一样，PhotoMOS的 大

负载电流不会发生变化，长期使用时可极其稳定地进行

切换。该内容的试验结果如图5-3所示。即使在推荐输入

电流5mA、或者10mA下连续通电10万小时，也可推测出

动作LED电流的变化仅为数%左右。

图5-2  LED电流-光电元件输出电压

图5-3  动作LED电流  时间变化

光
电
元
件
输
出
电
压
(V)

Gu·RF型

t(时间)

动
作
L
E
D
电
流

HF型

输入LED电流(mA)

■可靠性

PhotoMOS的可靠性取决于元件自身能够承受住多大的
电气应力、热应力、机械应力、湿气侵入等外部应力。
因此，如元件的一部分构造较为薄弱，则应力引起的反
应会在该部分异常强烈，从而引发重大故障。对于会对
PhotoMOS继电器的可靠性产生影响的内部因素，经过充
分讨论，设计为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可忽略这些因素，但
如在错误的使用条件下使用，则可能诱发故障，因此下
面介绍各项因素。

●环境因素

考虑会对PhotoMOS的可靠性产生影响的因素时，除产品
内在的故障因素外，还需要考虑使其加速，并引发故障的
外部应力，即环境因素会对可靠性产生影响的使用环境因
素如表5-1所示。这些因素通常错综复杂地发生作用。例
如，腐蚀断线是由温度和湿度引发的。应力分为“自然环
境引发的应力”和“人为引发的应力”。自然环境引发的
应力有温度、湿度、气压、盐分、落雷引起的过电压浪涌
等。其中，温度和湿度是 为重要的因素。一般而言，温
度升高时，化学反应会加速，促进物质发生变化，因此发
生故障时，引发故障的故障机制也会因温度而加速。

从重视安全性的方面来讲，对设备可靠性的要求日益严格，成为了决定系统可靠性的重要因素。PhotoMOS利用LED和

光电元件来传导输入输出，因此其寿命为半永久性的。下面介绍半导体继电器的优势所在，即 PhotoMOS的寿命和可

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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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靠性测试

在实际使用中，除了这个环境温度，电力消耗会造成自

行发热，因此必须考虑到自行发热以及由此产生的温度

周期。温度变化会在热膨胀系数不同的物质的接合部发

生变形应力，并因反复增加引起疲劳，造成密封处密封

不良、芯片接合不良、开放式焊接不良。此外，如果断

断续续使用的话，设备或者元件自身会自行发热，元件

上增加的温度变化时会将此部分温度计算进去，以加速

的形式带来影响。另一方面，湿度主要是吸附在物体表

面，提高表面电导率，促进漏电流增大，成为产品特性

不良、动作不良的主要原因。而且会促进化学反应以及

电气化学反应，使金属发生腐蚀。特别是，在PhotoMOS

这种树脂密封模组上，有着固有的透水问题，针对这些

树脂材料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良，改良后的状态已经不逊

于气密密封技术了，通常使用中几乎没有问题。人为因

素有，输送中及车辆搭载设备等引起的振动、使用中的

落下等引起的冲击、印刷基板焊接时的加热、焊接后清

洗印刷基板时的超声波振动等。

●设备、系统组装使用时的要素

除了自然环境及人为发生的物理要素之外，也有在将

PhotoMOS采用到设备、系统上时产生的要素。这是针

对产品规格 大额定值使用不当时产生的。例如，使用

电压高于额定电压时所发生的过电压破坏，使用电流低

于输入电流时所发生的动作不良，使用负载高于额定

负载时所发生的破坏不良等。作为参考，表5-2列举了

PhotoMOS使用上的故障及故障模式。

表5-1 使用环境要素
环境压力因素 所遇环境 主要故障模式

温度
高温 热带地方、汽车、其他特殊使用

特性不良、动作不稳定
低温 寒冷地带、高空、飞机、其他特殊使用

温度变化 断续使用
芯片裂痕、芯片接合劣化、特性不良、
动作不稳定

湿度
高湿度 热带地方、隧道、汽车、其他特殊环境 生锈、腐化断线、特性不良

低湿度 低湿度气候 (静电障碍)

盐分度 海岸地带、海上、船舶 生锈、接触不良、引脚破损

振动
军用设备、机床、航空设备

引脚破损(基板安装)封装破损

冲击/落地 封装破损、引脚变形

加速度 航空设备、火箭、其他特殊使用设备 封装破损

加热 制造工序(焊接工序等) 特性不良、封装形状异常

过电压/浪涌 开关、继电器开闭、容量负载、电机 特性不良、短路

噪音 电机、接触不良 误动作、特性不良、短路

超声波 焊接后的基板清洗 开放式焊接、标示消失

表5-2 使用上的故障及故障模式
使用条件 主要故障模式

输
入
端

ON状态

LED正方向电流 过大 输入断开或者输入短路

LED正方向电流 过小 无动作或者导通电阻、动作时间   大

复位时，LED正方向电流 大 无法复位障碍

OFF状态 LED反向电压 过大 输入断开或者输入短路

输
出
端

ON状态 负载电流 过大 输出断开或者短路

OFF状态
负载电压 大 输出短路(击穿)

负载电压 过大 输出断开或者输出短路

输入/输出间电压 过大 输入/输出间短路或者输出断开

异常温度 (低温或者高温) 断开或者短路

超声波清洗 过严 断开

*  超声波清洗时，如果频率、输出瓦特数、清洗液种类等的条件苛刻，
就会造成明线等的劣化，请务必咨询详细情况。

■耐静电特性

使用中，由于人体等产生的静电，可能会超过规定的绝

对 大额定值，并达到数kV。

一般而言，相较于绝对 大额定值，半导体元件的实力空

间很小，因此必须采取防静电措施。尤其是MOS·FET，

当栅源间施加数十伏的电压时，很容易造成损坏。

PhotoMOS的输出元件中内置有功率MOSFET，此构造是

为了防止栅极露出封装外部，可达到防静电的目的。

■PhotoMOS的噪音

●PhotoMOS自行发生的噪音

机械继电器由于①磁场中引脚的移动和磁性影响效果、

②触点金属部的接触、③振荡等原因会自行发生噪音，

对安装电路带来影响。PhotoMOS是半导体继电器，不会

像机械继电器那样产生噪音。因此，即使在计算机、测

量仪器、通信设备等，容易由外来噪音致使发生误动作

或损坏的情况下，使用PhotoMOS可以不用担心自行发生

的噪音。

●PhotoMOS的耐噪音性

随着OA、FA、HA等的电子化，噪音问题成为了非常重

要的问题，由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噪音对策品。如图5-4

所示，PhotoMOS输入发光二极管通电发光后，会对光电

元件受光后的电气信号进行转换。因此，输入/输出间

属于光学结合，而非电气传输。正因为采用了这样的构

造，因此可切断由通常模式噪音所产生的接地电路。

此外，输入/输出间的容量大约为1pF，可以切断高频率

噪音。另一方面，如图5-5、5-6测试结果所示，正常模

式耐噪音量、输出端浪涌耐量，也有着良好的耐性。

*  图5-6的脉冲施加条件如下所示。

脉宽 ：1μs 重叠脉冲电压 ：0～2, 000V

脉冲极性 ：正及负 重叠相位 ：180℃

施加模式 ：正常模式

而输出元件中由于使用了功率MOSFET，相对其他一般的

SSD而言，dV/dt耐量要高，在绝对 大额定值以下使用

时，则不需要缓冲电路的误动作对策。而绝对 大额定

值以上的噪音、浪涌等的电压增加时，会导致输出功率

MOSFET的耐压劣化，因此通过C-R电路或者可变电阻等

的输出保护，可提高设计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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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靠性测试

表5-3 可靠性测试结果

测试项目 测试条件 判定基准
测试结果

试料数 故障数

热冲击(液相)测试

0℃ (5min)～100℃ (5min)，100周期
100℃

0℃

VF≤U×1.2

IFon≤U

IFoff≥L

Ron≤U

ILeak≤U×2.0

Ton / Toff≤U×1.2

VISO≤L×0.8

U：规格上限值

L：规格下限值

10 0

温度循环(气相)测试

-40℃ (30min)～100℃ (30min)，100周期
100℃

-40℃

10 0

高温保存测试 100℃，1000H 10 0

低温保存测试 -40℃，1000H 10 0

THB测试
85℃，85%RH，
VL=Max. (DC)×0.8，1000H  1000小时

10 0

PCT测试 125℃，85%RH，2气压，100H 10 0

断续通电测试 IF=5mA，VL=Max.，IL=Max.，f=20Hz，1亿次 10 0

焊接耐热性测试

·标准P/C板端子型
260℃±5℃，10sec±1 sec

·表面安装端子型
峰值250℃ Max.，230℃以上，30sec以内

10 0

振动测试 196m/s2，100 Hz～2000 Hz，48min 10 0

冲击测试 9800m/s2，0.5ms，4900m/s2，1ms 10 0

端子强度(拉伸)测试
·DIP型  5N，30sec±5sec
·SOP型  3N，30sec±5sec

10 0

焊接性测试 245℃±5℃，3sec，有助焊剂
浸渍部分的95％以上
应覆盖有焊锡

10 0

图5-4  PhotoMOS等效电路

图5-5  浪涌耐量测试条件和结果

完成上述测试后，PhotoMOS应不受到破坏。

●条件

AC100V 
60Hz●结果

图5-6  电源重叠噪音测试和结果

电气的绝缘

红外光
控
制
电
路

●条件

●结果

光
电
二
极
管
阵
列

(波峰值)

波头长
波尾长

5,000V800V

5,000V800V

5,000V800V

200V

200V

200V

AQV234

AQW214

AQV214

输入/输出端子间输出端子间输入端子间产品号

Ry：HP继电器(AC100V)

噪声
模拟器

测定条件

端子 极性输入部

输入LED电流
0mA

结果

输入LED电流
5mA
30次/分下驱动

2,000V、施加10分钟  无误动作及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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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系列的内部电路图

如下图所示，本公司的PhotoMOS的封装种类比其他公司丰富得多。

另外，内部电路图还因输出构成而异，仅现有的阵容就有18种内部电路图。

AQV10
系列

AQV11
系列

AQV20
系列(*)

AQY21(DIP, SOP)·
AQY22(SOP, SSOP, SON, VSSOP)·

AQY23(SOP)·AQY27
系列

AQY21·
F(SOP)/QY22·

F(SSOP)
系列

AQV21(DIP, SOP)·
AQV22(DIP, SOP)·

AQV23(DIP)·
AQV25(DIP, SOP)

系列

AQW21(DIP, SOP)·
AQW22(DIP, SOP)·

AQW25(DIP)
系列

AQY41(DIP, SOP)
系列

AQV41(DIP, SOP)·AQV45
系列(*)

AQW61(DIP.SOP)·
AOW65

系列

AQW41(DIP, SOP)·
AOW45

系列

AQS22(SOP)
系列

AQS22F(SOP)
系列

AQZ10(SIL)
系列

AQZ20(SIL)·
AQZ26(SIL)

系列

AQZ10·D(SIL)
系列

AQZ20＊D(SIL)
系列

AQZ40(SIL)
系列

上述内部电路图中，6脚型“AQV2”开头的
系列可通过连接方法来降低导通电阻。
详情参见后面有关连接方法(A·B·C)的记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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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连接方法(A·B·C)的介绍 6脚型

有关封装种类，前面已经作了阐述。其中，6脚型有3种

连接方法。分别用A连接·B连接·C连接(关于连接方法

参照图7-1)来表示。根据连接方法不同，负载电流、可

控制电流等的特点也各不相同，下面将介绍相关内容。

另外，仅比较电流容量时，则为“A < B < C”。

●A连接

方法是连接4号端子和6号端子。这是 常见的连接方法。

●B连接

方法是连接4号端子和5号端子，或者连接5号端子和6号

端子。B连接时，PhotoMOS的可控制电流容量比A连接时

还要大。但是，属于DC负载专用。

●C连接

方法是连接短路后的4号端子、6号端子和5号端子。C连

接时，PhotoMOS的可控制电流容量比B连接时还要大。

但是，属于DC负载专用。

该连接方法仅可适用于6脚，因此，需要根据使用部位的

条件来灵活采用。

另外，产品目录刊登了所有连接方法的额定值。作为参

考，表7-1摘录了一个型号，敬请参照。

表7-1 A·B·C连接的电气特性
■绝对最大额定值

项目 符号 AQV210E(A) AQV214E(A) 备注

输入端

LED电流 IF 50mA

LED逆电压 VR 5V

大正向电流 IFP 1A
f=100Hz
占空比＝0.1％

允许损耗 Pin 75mW

输出端

负载电压(峰值AC) VL 350V 400V

连续负载电流 IL

0.13A(A连接)   0.12A(A连接)
A连接为峰值AC、DC
B、C连接为DC

0.15A(B连接)   0.13A(B连接)

0.17A(C连接)   0.15A(C连接)

峰值负载电流 Ipeak 0.4A 0.3A
A连接
100ms(1shot),VL=DC

输出损耗 Pout 500mW

全部允许损耗 PT 550mW

耐电压 Viso 1500VAC

使用环境温度 Topr -40℃～+85℃ 低温时不结冰。

保存温度 Tstg -40℃～+100℃

■性能概要
项目 符号 AQV210E(A) AQV214E(A) 备注

输入

动作LED电流
平均

大
IFON

1.1mA

3.0mA

复位LED电流
平均

大
IFOFF

0.3mA

1.0mA

LED压降
平均

大
VF

1.25V(IF=5mA时，1.14V)

1.5V

输出
导通电阻

平均
大

Ron
23Ω 30Ω

A连接
35Ω 50Ω

平均
大

Ron
11.5Ω 22.5Ω

B连接
17.5Ω 25Ω

平均
大

Ron
6Ω 11.3Ω

C连接
8.8Ω 12.5Ω

闭路时漏电流 大 Ileak 1μA

传输
特性

动作时间
平均

大
Ton

0.5ms

2.0ms

复位时间
平均

大
Toff

0.05ms

1.0ms

输入/输出端子间容量
平均

大
Ciso

0.8pF

1.5pF

输入/输出间绝缘电阻 小 Riso 1000MΩ

图7-1  连接方法的介绍(A·B·C)

负载

负载

负载

负载

负载

负载

也可作为2a连接。(但是，连续负载电流的和请勿超过绝对最大额定值。)

负载

负载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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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上的注意点  ～故障模式及对策～

如前所述，PhotoMOS是由LED·MOSFET·光电元件构成的半导体设备，因此需要在绝对 大额定值内进行使用。

但是，也会出现元件因过电流和噪音等而发生破坏，导致动作不良的情况。在此通过过去的故障事例及故障预测来介

绍用户使用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希望用户能理解相关内容，并更加安全地加以使用。

图8-1  发光元件(LED) 图8-2  光电元件(太阳能电池) 图8-3  MOSFET

1. 使用电路中的注意点
(输入端驱动电路)

【故障内容】：输入端正向电流(IF)发生不足，造成动作不良。 【对策】 ： 将输入电流设为推荐值。

※利用电压动作的情况下，考虑LED的压降，连接输入限
制电阻R，调整输入电流。

·输入限制电阻R的确定方法(AQV21＊)

电源电压(V)-LED压降法(VF)

LED电流
5V－1.14V
5×10-3A

R＝ ≈780Ω

V

3

2

1
R

IF

2. 使用电路中的注意点
(输入端浪涌)

【故障】：在输入端施加了逆向浪涌等过大电压，造成动作不良

【对策】：插入保护电路。

【代表例】：与输入端子反向并联连接二极管，
不施加超过反向耐压的反向电压。

3

2

1
R

IF

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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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上的注意点  ～故障模式及对策～

3. 使用电路中的注意点
(输出端负载电压)

【故障】：在输出端施加了超过继电器负载电压的
浪涌等，导致MOSFET发生烧损。

【对策】：插入保护电路。

①在输出端子间插入可变电阻

VL

负载 

烧损 

4. 使用电路中的注意点
(输出端负载电压)

【故障】：在输出端使用了尖峰电压超过继电器负载
电压的感应负载，导致MOSFET发生烧损。

【对策】：插入保护电路。

②在负载中插入CR缓冲

①在负载中插入钳位二极管

熔断 

负载 

负载

4

5

6

IL

VL

4

5

6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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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上的注意点  ～故障模式及对策～

5. 组装时的注意点
(焊接贴装时的热应力)

【故障】：焊接贴装时施加了超过继电器规格值的热应力，
导致封装温度急剧上升，致使连接受光元件和MOSFET的导线发生断线。

【对策】：按照样本所记载的焊接推荐条件进行焊接贴装。

6. 组装时的注意点
(清洗)

7. 其他
(静电引起的继电器损坏)

断线

6

5

4

IL

负载 

【故障】：继电器内部的导线因超声波清洗而发生断线。
【对策】：① 使用有机溶剂，通过浸渍清洗来清除助焊剂等。

② 不得不使用超声波清洗的情况下，按照以下条件，事先确认不会发生故障后，再进行采用。
频率 ： 27～29kHz
超声波输出 ： 10.25W/cm2以下(注)
清洗时间 ： 30秒以下
使用溶剂 ： DAIFLON SOLVENT  S3-C
其他 ： 应在浮游于溶液中的状态下进行清洗，

以免印刷配线基板和元件直接接触到超声波振子。

【故障】：因产生静电而导致继电器损坏。
(注) PhotoMOS将内置的功率MOSFET的栅电极完全收纳于封装内部，继电器OFF时，与源电极以低阻抗相连

接，形成了防静电、防辐射、防噪音的构造，但是，由于存在极限值，因此如施加超过极限值的静电，则
会导致继电器发生损坏。

【对策】：采取防静电措施。

① 使用继电器的作业人员穿戴防静电服饰，通过500KΩ～1MΩ左右的保护电阻，使人体接地。
② 在工作台上放置具有导电性的金属板，对测量仪器、治具等进行接地。
③ 使用电烙铁时，选用漏电流较小的电烙铁，或者对电烙铁前端进行接地。

(推荐用于低电压的电烙铁。)
④ 对组装时所要使用的各种设备也进行接地。
⑤ 对印刷基板和机器进行包装时，应避免使用泡沫塑料、塑料等具有带电性的高分子材料。
⑥ 在难以产生静电的环境(例如，湿度45～60％)中对继电器进行保存和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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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上的注意点  ～绝对最大额定值～

PhotoMOS是由LED·MOSFET·DIC构成的半导体设备，因此，需要在绝对 大额定值内进行使用。

前面介绍了故障模式的相关内容，下面将介绍绝对 大额定值的思维方法。

绝对 大额定值是指绝对不得超过的电气特性及温度。

各端子的电压·电流值超过绝对 大额定值时，会因过电压·过电流而导致内部元件发生劣化，严重的情况下，甚至

会导致配线熔断和硅P/N接合部发生损坏。因此，使用时请从设计上考虑，使得即便是瞬间也不会超过 大额定值。

另外，降额设计是可靠性设计中所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是关系到产品寿命的重要因素，因此，设计系统时，相对于

大额定值，请考虑充分的降额。需要根据继电器的类型和使用条件以及环境进行降额，因此，请务必通过实际机器进

行确认后再加以使用。

下表(表8-2)为绝对 大额定值的事例之一。根据品番·类型的不同，绝对 大额定值也大不相同，因此请随时确认

样品或者规格书上所记载的数值，然后再在实际机器上进行使用。

表8-2 绝对最大额定值  例

■绝对最大额定值

项目 符号 AQY212S AQY210S AQY214S 备注

输入端

LED电流 IF 50mA

LED反向电压 VR 5V

大正向电流 IFP 1A f=100Hz、占空比=0.1%

允许损耗 Pin 75mW

输出端

负载电压(峰值AC) VL 60V 350V 400V

连续负载电流 IL 0.5A 0.12A 0.1A

峰值负载电流 Ipeak 1.5A 0.3A 0.24A 100ms(1shot)，VL=DC

输出损耗 Pout 300mW

全部允许损耗 PT 350mW

耐电压 Viso 1,500V AC

使用环境温度 Topr -40℃～+85℃ 低温时不结冰

保存温度 Tstg -4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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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上的注意点 ～关于本公司产品的仿制品～

前面介绍了使用PhotoMOS时的注意事项，对于非使用故障，而是因购买方法引起的故障事例，下面做补充说明。

如今，各种市场上均出现了PhotoMOS的仿制品，这些仿制品不能满足客户所需要的规格要求，从而引发投诉。

对于仿制品的制造方法，就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大致分为两种。

【仿制品的主要案例】

① 销售粗劣的复制品

② 除去本公司产品的刻印，替换为单价较高的其他品番后进行销售  (例：经济品番⇒通常品番) 

① 成为与样本完全不同的规格，发生前面阐述过的故障。

② 也达不到要求的规格值，还会对机器本体的规格产生影响。

示意图请参照图8-4。

相较于左侧的正规品，仿制品的刻印不甚鲜明，且LOGO标示也不同于正规品。

然而，有时难以分辨真假，为防范于未然，请采取以下措施。

(本公司正规产品) (仿制品)

图8-4  PhotoMOS正规品与仿制品

【措施】

通过本公司的正规代理店来购买产品时，可获得所需规格的PhotoMOS，因此，购买PhotoMOS时，请勿使用来路不明

的销售途径，而是通过正规代理店进行购买。

假如与正规代理店之间无贸易往来，如通过本公司的营业厅或者HP进行联系，即可对应，敬请垂询。

后声明： 从正规代理店以外的途径购买产品时，规格及品质均无法得到保证，且无法提供代替品和更换部品，因此

敬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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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用

PhotoMOS的输出端是由MOSFET构成的。

MOSFET的特点在于相对于微小电压·微小电流的直线性

较为卓越，由于输入输出间采用电气绝缘，因此不受电

压水平的限制。为此，PhotoMOS可采用与信号用机械继

电器相同的使用方法，有望提高机器·装置的可靠性，

因此如(图9-1)所示，广泛应用于各种市场。下面将介绍

灵活利用该特点的一部分应用事例，今后使用PhotoMOS

时，希望能在设计电路时参考该内容。

图9-1  采用PhotoMOS的各个市场

■多路转换器(多点扫描器用途)

温度测量仪器中热电偶测量电路所经常用到的飞跨电容

电路的应用事例如图9-2所示。在该电路中，对于热电偶

输入部和OP放大器输入部所使用的继电器的动作寿命，

PhotoMOS的长寿命是一个较大的优点。

另外，相较于机械继电器，具有低热电动势的特性，响

应速度也较快，可提高使用机器的性能。

如前所述，由于PhotoMOS的输入部为LED，因此，与机

械继电器相比，不受外部磁场的影响。另外，外形小

巧，还可通过逻辑电平进行驱动，因此可简化控制电

路，降低控制电路的电源容量，有助于机器整体实现小

型化和轻量化。

在(图9-2)的电路中，热电偶的输入端S1、OP放大器侧的

S2均常用到2a型的PhotoMOS(AQW214)。不仅是热电偶温

度仪，即使不使用高度的绝缘放大器，也可用作能卓越

地消除同相信号的放大器。

■多点温度仪

(图9-3)是采用飞跨电容电路的多点温度仪的电路示例。

该电路的PhotoMOS也如前所述，为避免受到传感器发出

的重叠干扰的影响，而采用了高电压的PhotoMOS。

图9-2  传感器输入中的应用电路例

图9-3  多点温度仪的应用电路  例1

热电偶

差动放大器

PhotoMOS继电器

■高速多点测量

为接收众多传感器的输出而使用的多路转换器、或者切

换为如(图9-4)所示的基准水平等时，随着触点数的增

加，整个电路板的寿命会相应地缩短。此时，PhotoMOS

的半永久性寿命就尤为有利。由于可对控制电路的数字

部分和测量电路的模拟部分进行电气性绝缘，因此可形

成抗噪音性较强的电路。另外，由于无触点，因此耐振

动性较强，适用于航空设备·船舶·汽车·医疗等对可

靠性要求较高的领域。

图9-4  多点温度仪的应用电路  例2

PhotoMOS

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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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用

作为中国市场中高速多点测量用途的应用拓展，在电池

监控电路中采用了PhotoMOS(AQW214EH)。

该PhotoMOS是输出耐压峰值高达400V的高耐压设计，对

于电路噪音，具有较强的抗噪音性。

该应用事例的简略图如(图9-5)所示。

图9-5  BMS的应用电路例

■电路时间常量切换及电气测量

作为电子电路中信号切换用途的1例，(图9-6)为OP放大

器的反馈电阻的增益变化用途事例。

如在该用途中使用机械继电器，则振荡、接触电阻变

化、以及寿命会引起增益的变动误差。

因此，在该电路中使用PhotoMOS，从而可消除振荡，确

保导通电阻的稳定性，确保电路的精度稳定性。

图9-6  OP放大器增益切换应用电路例

运算放大器

增益切换

■防盗·防灾机器和自动读表

利用电话线路或者有线电路来查看电·天然气·自来水

等的使用量的自动读表正越来越得到普及。

(图9-7)即为其概略图。通过连接电路调出的机器利用

PhotoMOS切换后的电话线路，将自来水·电·天然气等

的使用量发送至主机。然后，主机进行信号处理，向各

个信息源发送回复信号，完成一系列的动作。

该 用 途 对 动 作 的 确 切 性 要 求 较 高 ， 因 此 可 灵 活 应 用

PhotoMOS的高度的可靠性。另外，使用电池驱动机器的

情况下，由于需要极力降低电路的消耗功率，因此可使

用HS型或者B触点型PhotoMOS。HS型的特点在于动作LED

电流达到0.5mA时才动作，适用于电池驱动的控制电路。

另外，作为半导体设备，使用了罕见的B触点型。传统的

PhotoMOS中当有电流流过LED时，输出部分即置ON，但

B触点型的特性在于当有电流流过LED时，输出部分反而

置ＯFF，品番“AQV4＊＊”和“AQW4＊＊”，第4位

数字显示为“4”。

作为品种展开，一个封装内既有A触点功能又有B触点功

能的“AQW6＊＊＊”也实现了商品化。

不过，像机械继电器那样，对该A触点·B触点采用转移

的使用方法时，串联连接输入部的LED，设为同时ON状

态的情况下，由于A触点与B触点的动作时间存在偏差，

当输出部分进行切换时，会出现瞬间同时置ON的情况，

因此设计电路时需要予以注意。(参照本公司特点②b触

点、1a1b触点)

另外，虽然具有上述特性，但是对PhotoMOS的可靠性程度

进行评价后，可广泛应用于防盗·防灾·自动读表市场。

中央信号
控制电路

天然气

电

自来水

信号
处理电路

电话线路

线路切换
电路

连接
检测电路

调制解调
器电路

图9-7  自动读表应用电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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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用

■半导体测试仪·电路板测试仪

目前，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带动着半导体·电子部品的

进步发展，这些机器中使用了大量的LSI、电子部品。

当然，LSI和电子部品在制造过程中需要经过特性检

查 工 序 。 而 该 检 查 工 序 的 检 查 装 置 中 使 用 了 大 量 的

PhotoMOS。

检查装置有数字式和模拟式，信号带宽较广，需要对低

频至高频进行控制，其种类有

 ① LSI测试仪 (数字·模拟·混合LSI)

 ② 内存测试仪 (RAM、DRAM、SRAM等)

 ③ 电子部品测试仪 (电容·电阻·LED等)

 ④ 电路板测试仪 (部品检查·铜箔检查等)

等。这些检查装置要进行高频率的转换时，可使用高频

型PhotoMOS，作为RF型已投入市场。RF型的特点在于具

有输出端子间容量1pF、导通电阻5Ω(平均值)的特性，并

多数实现了商品化，形成“C×R”特性。

上述输出容量1pF、导通电阻5Ω的情况下，以“C×R5”

的形式实现商品化。另外，RF型还在动作时间和电路时

漏电流方面独有特点。详细特性请参照产品信息，

 ① 动作时间 →  Typ.20μS

 ② 开路时漏电流 →  Max.10nA

由上可见，数值非常小。

图9-8  检査装置简略图

(图9-8)所示的检查装置的简略图即为灵活利用该特性的

事例。(图9-9)即为半导体测试仪的内部简略图，简易地

表明了PhotoMOS的用途。

检查装置中有多路电源、测量部分(电压·电流·电阻测

量等)、以及测量用振动电路等，利用程序来切换这些内

容，供给电源、电流等，通过测量功能做出判定。

上述切换功能中经常采用PhotoMOS，在电源开闭用途中

需要用到电流容量，在DC参数用途中，需要使用导通

电阻较小的PhotoMOS。例如，需要电流容量的类型中，

AQV251G的负载电压30V/负载电流3.5A实现了商品化。

在此无法对所有类型进行介绍，请访问主页，或者参考

样本，以便设计电路。

图9-9  半导体测试仪内部简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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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应用

■机器的输出·输入用途

作为示例，(图9-10)展现了单个传感器中将检测·水平判

定·输出实现一体化的小形传感器中的应用电路。

通过一体化设计，使得模拟信号线变短，提高了抗噪音

性，同时还简化了主装置输入端的构成。

另外，维护时通过更换传感器，还可在传感器侧重新进

行设定，短时间内即可完成。作为输出部分的应用，通

过使用PhotoMOS，从而使得输出电路实现小型化，并使

种类更加丰富。

 ① 输出部分可控制AC、DC。

 ② 负载电压、负载电流可实现高电压、高电流化

 ③ 除a触点外，还备有ｂ触点，因此可实现多功能化

传
感
器 +

图9-10  传感器中的应用电路例

- -
+

+V

作为PhotoMOS在PLC及电路板芯片的I/Ｏ电路中的应用事

例，如(图9-11)所示，介绍输入输出电路中的应用事例。

从简略图上可看出，作为输出部分的负载，是交流负载

和直流负载混合存在的电路，PhotoMOS仍可进行对应。

再看输入端，PhotoMOS可对应传感器等的数字信号，还

可对应温度调整器等的微小模拟信号输入，因此可以说

是一款使用非常方便的元件。

除上述特点外，还具有以下特点：PhotoMOS输出部的耐压

较高，相较于一般使用的控制光耦等，耐压值高达6～7倍

左右，对于外来噪音，可构成抗噪音性较强的电路。

下面介绍输出部分的负载开闭电路的构成示例之一。

PhotoMOS出现电流容量不足的情况下，可采取以下两种

方法

 ① 并联连接。

 ② 使用MOSFET驱动单元。

②  的情况下，由于MOSFET不需要使用用于驱动栅极的电

源，因此可减少电路部品的数量，还可简化电路构成。

图9-11  PLC/芯片中的I/O用途例

作为负载开闭电路的第2个示例，(图9-12)展现了H型电

桥的电机控制电路示例。

图9-12  传感器中的应用电路例

电源

综上所述，介绍了PhotoMOS的应用事例，但这仅是一

小部分。除此以外，PhotoMOS的用途还有很多，相较

于机械继电器、光耦、光电可控硅、模拟开关等设备，

PhotoMOS具有更高的可靠性，更广的通用性，正被广泛

应用于各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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