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y technology, for people. 

     
公司简介： 

        广州市鸿利秉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BYTECH）是鸿利智汇集团

（股票代码：300219）旗下子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内首家专业

从事全无机UV LED封装、生产和销售的公司，为客户提供配套应用解

决方案。公司自主研发的CMH（陶瓷、金属、硬质玻璃）全无机封装产

品，具有性能好、可靠性高的优点。目前，公司已量产基于高可靠的

CMH系列和高性价比的U/D系列UVA/UVB/UVC和VCSEL等产品，涵盖

了电子固化、印刷、鉴伪、医疗、杀菌消毒和安防等领域。  

产品规格书  
U335A0TV62Z1 

设计 审核 批准 
2022.05.16 2022.05.16 2022.05.16 

房海丽 李东明 任荣斌 



 

 UVA  LED  
U335A0TV62Z1 

  

版本号: V1.0                                                                 日期: 2022.05                                                    页码:  2 OF 9 

所有权归广州市鸿利秉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翻版必究！ 

开发中  

量产 ● 
 

3.75mm*3.75mm*3.0mm 

◇电路: 

◇产品特征:                                
● 石英玻璃封装 
● UVA波段 
● 外形尺寸： 
   3.75mm×3.75mm×3.0mm 
● 使用寿命长 
● ESD静电防护 
● 具有RoHS认证  

外轮廓尺寸公差：±0.2mm 

◇产品代码: 
 U335A0TV62Z1 
从左至右： 
U：石英玻璃粘胶工艺 

3：出光角度代码，60° 

35：尺寸代码，3.5mm*3.5mm 
A0：UVA波段代码，400-410nm 
TV62：芯片代码，垂直芯片 

Z1：齐纳代码 

 ◇外形尺寸 (单位: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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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电参数 (@环境温度Ta=25℃,相对湿度RH=40%)  

产品特性 

参数 符号 单位 
数值

（IF=500mA） 

峰值波长 [1] λp nm 400-410 

辐射通量 [2] Φe [3] mW 800-1200 

正向电压 [4] VF V  3.0-4.0 

热阻 [5]  Rth °C/W ≤3 

半波宽 Δλ nm 15.6 

出光角度 2θ1/2 ° 60 

参数 符号 单位 数值 

最大额定正向电流 IFmax mA 700 

最大额定结温 Tjmax °C 125 

使用温度范围 Topr °C -40 ~+85 

存储温度范围 Tstg °C -20 ~+65 

2. 最大额定值(Ta=25°C,RH=40%) 

备注： 
[1].峰值波长测量公差:±3nm。 
[2].辐射通量测量公差:±10%。 
[3].Φe 是采用积分球测试得到的总辐射通量。 
[4].正向电压测量公差:±3%。 
[5].Rth 是芯片PN结到产品背部焊盘的热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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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图 

1.相对光谱功率分布图 

2.IV特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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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对辐射通量与正向电流关系图 

4.光空间分布图(IF=500mA,Ta=25℃,RH=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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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建议 

推荐回流焊条件（无铅锡膏） 

  焊盘外形尺寸（单位: mm）             钢网尺寸（单位: mm） 

备注: 
[1].PCB焊盘外形尺寸:灯珠焊盘外形尺寸=1:1； 

[2].钢网尺寸:灯珠焊盘外形尺寸=1:0.9； 

[3].钢网厚度建议0.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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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建议 

*在使用本产品时，应注意做好水(水汽/冷凝水)、尘、有害挥发物（如硫、卤素等）和其他污

染物的防护； 
*本产品的贴片推荐采用回流焊工艺。如若采用手工焊接或加热台焊接，本公司不保证本产品

的性能； 

*回流焊次数不建议超过两次； 
*回流焊时应避免急速冷却，应缓慢降温； 
*建议采用真空回流焊;常规回流焊焊接会导致灯珠有失效的隐患，例如污染； 
*本产品的玻璃部件是易碎的，请勿按压玻璃部件；  
*本产品焊接好后，应尽量避免返工，返工可能导致本产品的性能下降甚至失效； 

*建议采用无铅锡膏； 
*焊接过程中，应避免按压本产品； 
*在贴片过程中，应使用合适的吸嘴。 
*如若需要使用助焊剂，助焊剂应符合RoHS，不可使用含卤素的助焊剂； 

*确保焊料的用量符合钢网规格，钢网厚度建议0.12mm； 

*请勿焊接在严重变形的基板上，例如基板翘曲处； 

*本产品不可直接接触水或某些化学物质，如油、有机溶剂等，否则会导致产品生锈或失效。

尤其本产品在使用时，应保证本产品及基板干燥，不可有冷凝水。 
*当本产品处于工作状态时，应量测本产品的引脚/焊盘温度，引脚/焊盘温度应控制在55°以

下，以保证本产品在安全的结温内工作。引脚/焊盘温度过高会导致本产品失效； 

*本产品必须储存在合适的环境中，建议在充满氮气的容器中储存或真空包装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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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产品夹取注意事项 

● 请勿裸手触摸本产品，尤其是玻璃部件。玻璃部件一旦被污染，本产品的性能将受到影响。 

● 如若使用镊子夹取本产品，请勿触碰玻璃部件。玻璃部件一旦被破坏，UV LED芯片将直接

暴露于环境当中，极易出现失效。  

● 如若不慎掉落，将可能损坏产品。 

2. 静电防护 

● 该产品对高电压和静电极为敏感。静电会击穿并损坏UV LED芯片。强烈推荐以下静电防护

措施：穿戴抗静电手环、鞋子、衣服，地板做抗静电防护，设备机台接地，工作台应采用导电

材料，等。  

● 客户在使用本产品前应当按以下方法确认下本产品是否已经被静电损坏：采用小正向电流

(例如1mA)检测本产品的正向电压，如果检测电压值低于本产品IV曲线中检测电流对应的电压

值，本产品很大可能被静电破坏。 

3. 人眼安全 

● 在尝试点亮本产品前，请对眼睛做好防护措施，例如戴墨镜。紫外光对人眼具有不可逆的损

坏作用，请勿裸眼直接注视紫外光。 

● 即使佩戴了紫外防护眼睛，也不可长时间直视紫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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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履历表 

版本 日期  更改内容 备注 

V1.0 2022.05.16 新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