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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快速选择表
PCB连接器

间隔  1 mm 1.27 mm  2 mm (* 1.778 / 1.8 mm) 2.54 mm 2.54 mm
    匹配针 匹配针

    直径0.47mm 直径0.76mm（*Φ1mm）

    

插座连接器 参考页码

直焊尾  44 46 46 46 55*, 57 57  69, 70 69, 70  72 85, 86 85,86 86, 87
  47   58, 59 58, 59  71, 72 71,72 75 87, 88 87, 89 89, 90
        74, 75 73, 74  89, 90 90, 91
         75  91, 100* 100*

直角焊尾  48 48 48 60 60  76 76   92, 93 92

表面贴装，        62 77 77  94 94
立式，浮动针

表面贴装，立式，   49 49, 50  61 61  77 77  94, 95 94, 95 
鸥翼式端子

表面贴装， 44 50   62   78   96
卧式 

无焊柔性针压接      63 63  79, 80 79, 80  97, 98 97, 98

绕线         81, 82 81, 82  99 99

载体         83, 84

插针连接器

直焊尾  45 51 51 51 56*, 64 65  101 101  109 109 110
                至 104 至 104  至 111 至 111 111

直角焊尾  52 52 52 65 65  105 105  112 112 113
           113* 113

表面贴装，        106 106  114 114
立式，浮动针

表面贴装，立式，  53 53, 54  66 66  106 106  114 114
鸥翼式端子           115 115

表面贴装， 45 54   67   107   115
卧式

无焊柔性针压接         108 108  116 116 117
           117 117

方针连接器  0.5 mm  0.635 mm

直焊尾      68 68     118 118 118

直角焊尾     68 68     119 119 119

排针／跳线

• 开槽式头            120
• 接线台式头            121
• 焊杯

• 公跳线      123      122
• 母跳线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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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下列数据为Preci-Dip插座和插针连接器的通用规格，关于其它数据和产品特有的技术数据，请参看具体的产品目录页。

工作温度范围： -55 …+125 

气候种类（IEC）： 55／125／21

工作湿度范围： 年平均相对湿度：75%

最大工作电压： 100VRMS／150VDC （2.54mm 间隔）

Preci-Dip产品通过了UL认证，被列在E174442 号文件的“用于数据、信号、控制和电力用连接器”目录项下。

包装
•标准的连接器包装为硬纸盒包装。

•根据客户要求可提供表面贴装用连接器，带有

EIA481标准的卷带包装。这些产品标有下面的符号

标记：

请登录www.precidip.comwww.precidip.com咨询可供货性、带和卷的尺

寸、每卷和每个包装单元的器件数。

机械特性

簧爪保持力：最小40N（在施加轴向力时无位移）

接触（车针体／簧爪）保持力：最小3.3N，根据MIL-DTL-83734，4.6.4.2条

电气特性
任何两个相邻的触点之间的最小绝缘电阻在500VAC电压时为10,000MΩ 

任何两个相邻的触点之间的最大电容为1PF

任何两个相邻的触点之间的空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系列  3xx/4xx/7xx 80x  83x 85x  86x

mm 0.7  0.85 / 0.7  0.5 0.4 / 0.5  0.5

环境特性
连接器经受下列环境试验后不发生机械和电气缺陷：

•IEC 60512-11-9.11i／60068-2-2.Bb规定的干热稳态试验：125℃，16h
•IEC 60512-11-12.11m／60068-2-30. Db规定的湿热循环：25／55℃，相对湿度

 90 – 100%，24小时的1个循环

•IEC 60512-11-10.11j／60068-2-1.A规定的冷稳态试验：-55℃，2h
•IEC 60512-11-4.11d／60068-2-14.Na规定的热冲击试验：-55／125℃，5个循

 环， 30分钟

•IEC 60512-6-4.6d／60068-2-6.Fc规定的正弦振动试验：10到500Hz, 10g加速

 度，1个倍频程／分，每轴10个循环

•IEC 60512-6-3.6c／60068-2-27.Ea规定的冲击试验：50g加速度，11ms，三个轴

 上3个冲击

在以上两个试验中，没有发生大于50ns的接触中断。

•根据J-STD-002A、测试A进行的可焊性试验：245℃，5S，焊料为合金

 SnAg3.8Cu0.7
•根据J-STD-020C进行的耐焊接热性能试验：260℃，20S
•根据J-STD-020C 1级进行的湿度灵敏性试验

•耐腐蚀性：

  1）IEC 60068-2-11.Ka规定的盐雾试验：48小时

  2）IEC 60068-2-42.Kc规定的二氧化硫（SO2）试验：在浓度为25 ppm，

          温度为25℃，相对湿度为75%的SO2中放置96小时。

  3）IEC 60068-2-43.Kd规定的硫化氢（H2S）试验：在浓度为12 ppm，温

          度为25℃，相对湿度为75%的H2S中放置96小时。

无焊柔性针压接特性
根据IEC 60352-5测量压接特性 
•压入力：最大90N（最小孔径时）／典型值65N
•推出力：最小30N（最大孔径时）／典型值50N 
•第三次推出力：最小20N（最大孔径时）

PCB孔尺寸

•2 mm间隔  最终孔径：0.7 + 0.09/-0.06 mm
 钻孔孔径：0.8 ± 0.02 mm
•2.54 mm间隔  最终孔径：1 + 0.09/-0.06 mm
 钻孔孔径：1.15 ± 0.02 mm

PCB孔镀层

PCB表面涂层  孔镀层

•锡 最小25μm铜上再镀5-15μm锡

•铜 最小25μm铜

•镍上镀金 最小25μm铜上2.5-5μm镍，再镀0.05-0.2μm金

®
UL

卷带包装



861-PP-NNN-10-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低断面，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61-PP-NNN-40-001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单列，卧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24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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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36到0.46mm

插拔力 插入力：0.25N，典型值，拔出力：0.15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0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5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45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超小型PCB插座连接器，焊尾，卧式表面贴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861-

87-NNNNNN-10-001101变为861-87-008008-10-001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1mm
单列／焊尾／表面贴装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插针连接器1mm
单列／焊尾／表面贴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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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0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5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44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超小型PCB插针连接器，焊尾，卧式表面贴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860-
10-NNNNNN-10-001101变为860-10-008008-10-001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60-10-NNNNNN-10-001101
直插针连接器，低断面，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60-10-NNNNNN-40-001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单列，卧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24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51-PPPP-NNNNNN-10-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车针件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53-PPPP-NNNNNN-10-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件数目：50和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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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 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3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38到0.50mm

插拔力 插入力：0.5N，典型值，拔出力：0.2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1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接触电阻 大20mΩ

绝缘强度 小5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51－54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超小型PCB插座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851-
87-NNNNNN-10-001101变为851-87-008008-10-001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1.27mm
单列／双列／三列／焊尾

853-PPPP-NNNNNN-10-002101
直插座连接器，焊尾，双列，2.54mm列间距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855-PPPP-NNNNNN-10-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焊尾，三列

现有车针数目： 9到150
                  （标准车针数目：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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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1.27mm
单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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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3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38到0.50mm

插拔力 插入力：0.5N，典型值，拔出力：0.2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1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接触电阻 大20mΩ

绝缘强度 小5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51－54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超小型PCB插座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P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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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51-PPPP-009-10-477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8.8mm，焊尾，单列

标准车针数目： 9
 欲订购其它针数，请咨询。



851-PPPP-NNNNNN-20-001101
直角插座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25和50）

853-PPPP-NNNNNN-20-001101
直角插座连接器，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50和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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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3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38到0.50mm

插拔力 插入力：0.5N，典型值，拔出力：0.2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1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接触电阻 大20mΩ

绝缘强度 小5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51－54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超小型PCB插座连接器，直角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851-
87-NNNNNN-20-001101变为851-87-008008-20-001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1.27mm
单列／双列／三列／直角焊尾

853-PP-NNNPP-NNN-20-002101
直角插座连接器，焊尾，双列，2.54mm列间距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855-PP-NNNPP-NNN-20-001101
直角插座连接器，焊尾，三列

现有车针数目： 9到150
                 （标准车针数目：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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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1.27mm
单列／双列／三列／表面贴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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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3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35到0.50mm

插拔力 插入力：0.5N，典型值，拔出力：0.2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1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接触电阻 大20mΩ

绝缘强度 小5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51－54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超小型PCB插座连接器，表面贴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851-
83-NNNNNN-30-001101变为851-83-008008-30-001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51-PPPP-NNNNNN-30-001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3到50
                 （标准车针数目：25和50）
 1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853-PPPP-NNNNNN-30-001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双列，立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50和100）
 每列1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53-PPPP-NNNNNN-30-002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双列，列间距2.54mm，立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每列1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51-PPPP-NNNNNN-30-136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带两个定位针

现有车针数目： 5到50
                                （标准车针数目：25和50）
 1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853-PP-NNNPP-NNN-30-051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双列，列间距：2.54mm，立式安装，带两

个定位针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每列1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 

 要明确提出

851-PP-NNNPP-NNN-40-001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单列，卧式安装，带长焊接端子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25和50）
 1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 

 确提出

50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38到0.50mm

插拔力 插入力：0.5N，典型值，拔出力：0.2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1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接触电阻 大20mΩ

绝缘强度 小5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51－54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超小型PCB插座连接器，表面贴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851-
83-NNN-NNN-40-001101变为851-83-008008-40-001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1.27mm
单列／双列／表面贴装

851-PP-NNNPP-NNN-40-252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单列，卧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25和50）
 1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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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连接器1.27mm
单列／双列／三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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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接触件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1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46－50页。

符合ROHS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超小型PCB插针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852-
10-NNNNNN-10-001101变为852-10-016016-10-001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50-PP-NNNPP-NNN-10-001101
直插针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25和50）

852-PP-NNNPP-NNN-10-001101
直插针连接器，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50和100）

852-PP-NNN-PP-NNN-10-002101
直插针连接器，焊尾，双列，列间距：2.54mm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854-PP-NNNPP-NNN-10-001101
直插针连接器，焊尾，三列

现有车针数目： 9到150
                  （标准车针数目：150）



850-PPPP-NNNNNN-20-001101
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25和50）

852-PPPP-NNNNNN-20-001101
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50和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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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1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46－50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超小型PCB插针连接器，直角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852-10-
NNNNNN-20-001101变为852-10-016016-20-001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针连接器1.27mm
单列／双列／三列／直角焊尾

852-PPPP-NNNNNN-20-002101
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双列，列间距：2.54mm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854-PPPP-NNNNNN-20-001101
直插针连接器，焊尾，三列

现有车针数目： 9到150
 （标准车针数目：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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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连接器1.27mm
SINGLE ROW / DOUBLE ROW / SURFACE 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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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1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46-50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超小型PCB插针连接器，表面贴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852-
10-NNNNNN-30-001101变为852-10-016016-30-001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50-PPPP-NNNNNN-30-001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3到50
 （标准车针数目：25和50）
 1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852-PPPP-NNNNNN-30-001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双列，立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50和100）
 每列1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52-PPPP-NNNNNN-30-002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双列，列间距：2.54mm，立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每列1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50-PPPP-NNNNNN-30-135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带两个定位针

现有车针数目： 5到50
 （标准车针数目：25和50）
 1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850-PP-NNN-PP-NNN-30-051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双列，列间距：2.54mm，立式安装，带两

个定位针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每列1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 

 明确提出

850-PPPP-NNNNNN-40-001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单列，卧式安装，带长焊接端子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25和50）
 1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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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1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46-50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超小型PCB插针连接器，表面贴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单列型，将

850-10-NNNNNN-40-001101变为850-10-016016-40-001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针连接器1.27mm
单列／双列／表面贴装

850-PP-NNN-PP-NNN-40-251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单列，卧式安装，带短焊接端子和宽绝缘

体，以方便贴装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1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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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
1.778和1.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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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56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插座连接器， 1.778和1.8mm小间隔，焊尾。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317-PP-1NN-PP-1NN-41-005101
直插座连接器，单列，间隔1.778mm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8
 （标准车针数目：38）

317-PP-1NN-PP-1NN-41-022101
加高式直插座连接器，单列，间隔1.778mm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8
 （标准车针数目：38）

317-PP-1NN-PP-1NN-41-026101
加高式直插座连接器，单列，针间隔1.778mm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8
 （标准车针数目：38）

317-PP-1NN-PP-1NN-41-68701
直插座连接器，单列，间隔1.8mm，用于LCD显示模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42
 （标准车针数目：42）

单列／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317-87-
1NNNN-41-005101变为317-87-108108-41-005101。 



350-PPPP-1NN1NN-00-012101
直插针连接器，单列，间隔：1.778mm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8
 （标准车针数目：38）

56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页插针连接器1.778mm
单列／焊尾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7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55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PCB插针连接器，焊尾，1.778mm小间隔。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350-10-1NN1NN-00-012101变为350-10-108108-00-01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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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2mm
单列／双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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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33-PPPP-NNN-NNN-10-273101
直插座连接器，2.8mm低断面高度，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831-PPPP-NNNNNN-10-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2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33-PPPP-NNNNNN-10-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2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合物LCP-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40到0.66mm，   0.50mm

插拔力 插入力：0.7N，典型值，拔出力：0.4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64－6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硬性公制”PCB插座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33-87-NNNNNN-10-001101变为833-87-016016-10-001101。 
 
 

833-PPPP-NNNNNN-10-273101
直插座连接器，2.8mm低断面高度，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31-PPPP-NNNNNN-10-230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2mm，折弯（右／左）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3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33-PPPP-NNNNNN-10-453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8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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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合物LCP-GF30-FR

 （833…10-457101系列为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40到0.56mm，  0.50 mm

插拔力 插入力：0.7N，典型值，拔出力：0.4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64－6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硬性公制”PCB插座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33-87-NNNNNN-10-453101变为833-87-016016-10-45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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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mm
单列／双列／焊尾

833-PPPP-NNNNNN-10-457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10.4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33-PPPP-NNNNNN-10-287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11.5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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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2mm
单列／双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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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合物LCP-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40到0.66mm，   0.50 mm

插拔力 插入力：0.7N，典型值，拔出力：0.4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64－6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硬性公制”PCB插座连接器，焊尾，极化。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订购26针双列型时，

833-87-NNNNNN-10-245101变为833-87-026026-10-245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31-PP-NNNPP-NNN-10-242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55mm，焊尾，单列，极化
现有车针数目： 22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针数

833-PPPP-NNNNNN-10-245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55mm，焊尾，双列，极化

现有车针数目： 26和44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针数



831-PPPP-NNNNNN-20-001101
直角插座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有接触件数目： 2到50
 （标准接触件数目：50）

833-PPPP-NNNNNN-20-001101
直角插座连接器，焊尾，双列

现有接触件数目： 4到100
 （标准接触件数目：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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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合物LCP-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40到0.66mm，   0.50 mm

插拔力 插入力：0.7N，典型值，拔出力：0.4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64－6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直角“硬性公制”PCB插座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33-87-NNNNNN-20-001101变为833-87-016016-10-001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mm
单列／双列／焊尾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插座连接器2mm
单列／双列／表面贴装

61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合物LCP-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40到0.56mm，   0.50mm

插拔力 插入力：0.7N，典型值，拔出力：0.4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64－6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硬性公制”PCB插座连接器，立式表面贴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33-87-NNNNNN-30-001101变为833-87-016016-30-001101。 

。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31-PP-NNNPP-NNN-30-001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3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12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833-PPPP-NNNNNN-30-001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双列，立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每列12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31-PPPP-NNNNNN-30-242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双列，立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每列12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33-PPPP-NNNNNN-30-245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极化

现有车针数目： 22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针数

 12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37-83-NNNNNN-30-291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四列，立式安装，浮动插针

现有车针数目： 72到200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针数

831-PPPP-NNNNNN-40-001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单列，卧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12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62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合物LCP-GF30-FR

 （837...30-291101系列为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40到0.66mm，   0.50mm

插拔力 插入力：0.7N，典型值，拔出力：0.4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64－6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硬性公制”PCB插座连接器，表面贴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单列型，将

831-87-NNNNNN-40-001101变为831-87-016016-40-001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mm
单列／四列／表面贴装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插座连接器2mm
单列／双列／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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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合物LCP-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青铜CuSn4Pb4Zn4（C544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40到0.66mm，   0.50mm

插拔力 插入力：0.7N，典型值，拔出力：0.4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PCB孔径Φ 终孔径0.7+0.07/-0.05mm（钻孔直径0.8±0.025mm）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64－6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硬性公制”PCB插座连接器，无焊压接安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33-87-NNNNNN-64-001101变为833-87-016016-64-001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31-PPPP-NNNNNN-64-001101
压接插座连接器，单列，柔性插针，用于厚度为1.5到2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33-PPPP-NNNNNN-64-001101
压接插座连接器，双列，柔性插针，用于厚度为1.5到2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831-PPPP-NNNNNN-64-242101
极化压接插座连接器，单列，柔性插针，用于厚度为1.5到2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22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针数

833-PPPP-NNNNNN-64-245101
极化压接插座连接器，双列，柔性插针，用于厚度为1.5到2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26和44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针数



830-PPPP-NNNNNN-10-001101
直插针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32-PPPP-NNNNNN-10-001101
直插针连接器，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64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合物LCP-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54400）

连接针Φ 0.47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57－63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V3* 锡 0.75μm金

*仅用于830／832…12-002101系列

“硬性公制”PCB插针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830-
10-NNNNNN-10-001101变为830-10-008008-10-001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针连接器2mm
单列／双列／焊尾

830-V3-NNNNNN-12-002101
直插针连接器，焊尾，单列，加护座，极化

现有车针数目：  22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针数

832-V3-NNNNNN-12-002101
直插针连接器，焊尾，双列，加护座，极化

现有车针数目： 26和44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针数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插针连接器2mm
单列／双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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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合物LCP-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7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57－63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V3* 锡 0.75μm金

*仅用于830／832…22-002101系列

“硬性公制”PCB插针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30-10-NNNNNN-20-001101变为830-10-008008-20-001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30-PPPP-NNNNNN-20-001101
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32-PP-NNNPP-NNN-20-001101
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830-V3-NNNNNN-22-002101
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单列，加护座，极化

现有车针数目： 22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针数

832-V3-NNNNNN-22-002101
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双列，加护座，极化

现有车针数目： 26和44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针数



830-PPPP-NNNNNN-30-001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3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12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832-PPPP-NNNNNN-30-001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双列，立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每列12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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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合物LCP-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7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57－63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V3* 锡 0.75μm金

*仅用于830／832…32-002101系列

“硬性公制”PCB插针连接器，表面贴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30-10-NNNNNN-30-001101变为830-10-008008-30-001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针连接器2mm
单列／双列／表面贴装

830-V3-NNNV3-NNN-32-002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加护座，极化

现有车针数目： 22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针数

 12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32-V3-NNNNNN-32-002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双列，立式安装，加护座，极化

现有车针数目： 26和44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针数

 每列12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插针连接器2mm
单列／表面贴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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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合物LCP-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7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57－63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硬性公制”PCB插针连接器，表面贴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30-10-NNNNNN-40-001101变为830-10-008008-40-001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30-PPPP-NNNNNN-40-001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单列，卧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12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80-70-NNNNNN-10-001101
直方排针，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40
 （标准车针数目：40）

882-70-NNNNNN-10-001101
直方排针，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80
 （标准车针数目：80）

68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酰胺PA-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

连接针      0.5mm

机械寿命 小1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绝缘强度 小5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57－63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70 选择性镀金 选择性镀金

方排针，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80-70-NNNNNN-10-001101变为880-70-008008-10-001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针连接器2mm
方锸针   0.55mm／单列／双列／焊尾

880-70-NNNNNN-20-001101
直角方排针，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40
 （标准车针数目：40）

882-70-NNNNNN-20-001101
直角方排针，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80
 （标准车针数目：80）

方形

方形

方形

方形

方形 方形

方形 方形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双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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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2mm
插拔力 插入力：3N，典型值，拔出力：1.5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1－10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超低及甚低断面插座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415-83-2NN2NN-41-001101变为415-83-216216-41-001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315-PPPP-1NNNN-41-003101
直插座连接器，超低断面，高度2.4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请注意：超低型没有双列

315-PPPP-1NNNN-41-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甚低断面，高度3.14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15-PPPP-2NN-NN-41-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甚低断面，高度3.14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请注意：超低型没有双列

315-PPPP-1YYYY-01-881101
直插座连接器，甚低断面，高3.14mm，跳针5.08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2
 YY代表针数：

 订购代码请另行咨询



310-PPPP-1NNNN-41-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2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10-PPPP-2NNNN-41-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2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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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45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插座连接器条，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8针双列型，将410-83-
2NN2NN-41-001101变为410-83-216216-41-001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双列／焊尾

310-PPPP-1YYYY-01-609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2mm，焊尾，单列，跳针5.08mm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2
 YY代表针数：

 订购代码请另行咨询

310-PPPP-1NNNN-01-666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2mm，折弯（右／左）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3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双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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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1－10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插座连接器，长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411-83-2NN2NN-41-001101变为411-83-216216-41-001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311-PPPP-1NNNN-41-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1mm，长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11-PPPP-2NNNN-41-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1mm，长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310-PPPP-1NNNN-01-640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2mm，焊尾，单列，带支座绝缘子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2

410-PPPP-2NNNN-01-640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2mm，焊尾，双列，带支座绝缘子

现有车针数目： 4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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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45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插座连接器，焊尾，带支座绝缘子。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410-83-2NN2NN-01-640101变为410-83-216216-01-640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双列／三列／焊尾

410-PPPP-3NNNN-01-640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2mm，焊尾，三列，带支座绝缘子

现有车针数目： 9到96
 （标准车针数目：96）

310-PPPP-1NNNN-01-754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2mm，折弯（右／左）焊尾，单列，

带支座绝缘子

现有车针数目： 3到32
 （标准车针数目：32）

（标准车针数目：32）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双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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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36到0.4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插座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05-PPPP-YYYYYY-10-229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4.2mm，焊尾，双列，跳针5.08mm
现有车针数目： 4到32
 YYY为针数：

 订购代码请另行咨询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1－108页。



316-PPPP-1NNNN-41-XXX101
互连插座条，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16-PPPP-2NNNN-41-XXX101
互连插座条，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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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1－10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互连插座条，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416-83-2NN2NN-41-007101变为416-83-216216-41-007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双列／焊尾

现有车针长度
车针长度  车针直径 XXX 代码

L1 (mm) L2 (mm) d1 (mm) d2 (mm)
 6 4.2 1 0.51 006
 7 4.2 1 0.51 018
 8 4.2 1 0.51 003
 9 4.85 1 0.46 012
10 4.2 1 0.51 007
11 4.2 0.85 0.51 002
12 4.2 1 0.51 008
13 4.2 1 0.51 009
15 4.2 1 0.51 001
18 4.2 1 0.51 011
22 4.2 1 0.51 004
33 4.2 1.18 0.51 013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双列／三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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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1－10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插座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3-83-NNNNNN-10-132101变为803-83-016016-10-132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01-PPPP-NNNNNN-10-132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7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03-PPPP-NNNNNN-10-132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7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805-PPPP-NNNNNN-10-132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7mm，焊尾，三列

现有车针数目： 9到96
 （标准车针数目：196）

801-PPPP-NNN-NNN-10-173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7mm，折弯（右／左）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3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399-PPPP-1NNNN-10-003101
直角插座连接器，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99-PPPP-2NNNN-10-003101
直角插座连接器，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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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1－10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直角插座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499-83-2NN2NN-10-003101变为499-83-216216-10-003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双列／焊尾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双列／表面贴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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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插座连接器，立式表面贴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410-87-2NN2NN-41-105101变为410-87-216216-41-105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314-PPPP-1NNNN-01-899101
SMD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低断面，单列，立式安装，带自调高浮动车针

现有车针数目： 2到12
 （标准车针数目：12）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414-PPPP-2NNNN-41-134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低断面，双列，立式安装，带自调高浮动车针

现有车针数目： 4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每列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310-PPPP-1NNNN-41-105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带鸥翼式端子

现有车针数目： 3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410-PPPP-2NNNN-41-105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双列，立式安装，带鸥翼式端子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每列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1－108页。



310-PPPP-1NNNN-41-205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单列，卧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78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1－10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插座连接器，卧式表面贴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310-87-1NN1NN-41-205101变为310-87-1818-41-205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表面贴装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双列／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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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青铜CuSn4Pb4Zn4（C544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PCB孔Φ 终孔径1mm+0.09/-0.06mm
 （钻孔1.15±0.025mm）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1－10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插座连接器，柔性针压接，用于无焊安装入有镀层的PCB通孔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346-83-1NN1NN-41-036101变为346-83-108108-41-036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346-PPPP-1NNNN-41-036101
压接插座连接器，单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2.5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46-PPPP-2NNNN-41-036101
压接插座连接器，双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2.5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346-PPPP-1NNNN-41-035101
压接插座连接器，单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2.1到3.2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46-PPPP-2NNNN-41-035101
压接插座连接器，双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2.1到3.2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801-PPPP-NNNNNN-65-410101
压接插座连接器，高度7mm，单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
2.5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03-PPPP-NNNNNN-65-410101
压接插座连接器，高度7mm，双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
2.5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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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青铜CuSn4Pb4Zn4（C544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PCB孔Φ 终孔径1mm+0.09/-0.06mm
 （钻孔1.15±0.025mm）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1－108页。

.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插座连接器，柔性针压接，用于无焊安装入有镀层的PCB通孔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01-87-1NN1NN-65-410101变为801-87-008008-65-410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双列／压接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双列／绕接

81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1－10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插座连接器，带绕接端子。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422-83-2NN2NN-41-001101变为422-83-216216-41-001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322-PPPP-1NNNN-41-001101
绕接插座连接器，高度4.9mm，2层，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22-PPPP-2NNNN-41-001101
绕接插座连接器，高度4.9mm，2层，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323-PPPP-1NNNN-41-001101
绕接插座连接器，高度4.9mm，3层，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23-PPPP-2NNNN-41-001101
绕接插座连接器，高度4.9mm，3层，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326-83-1NNNN-41-XXX101
带连接针的绕接插座连接器，高度4.9mm，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26-83-2NNNN-41-XXX101
带连接针的绕接插座连接器，高度4.9mm，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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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1－10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3 锡 0.75μm金

插座连接器，带绕接端子和板层迭连接针。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426-83-2NN2NN-41-001101变为426-83-216216-41-001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双列／绕接

现有车针长度
车针长度 L (mm) WW-层 XXX 代码

 5.9 1 001

 8.9 2 002

11.9 3 003

方形

方形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载体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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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4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6mm

插拔力 插入力：2N，典型值，拔出力：1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1－108页。

.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零断面”插座连接器，用于焊接到PCB上的单个插座车针，供货时装在一次性载体上。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714-83-1NN1NN-41-001101变为714-83-108108-41-001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712-PPPP-1NNNN-41-001101
带标准插座车针的单排载体，带焊尾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根据要求可提供双列一次性载体

714-PPPP-1NNNN-41-001101
单排载体，带低断面车针，用于焊接到厚度为1到2.6mm的PCB上孔径为

1.4-1.8mm的孔内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根据要求可提供双列一次性载体

714-PPPP-1NNNN-41-014101
单排载体，带低断面车针，用于焊接到厚度为1到5mm的PCB上孔径为

1.4-1.8mm的孔内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根据要求可提供双列一次性载体



714-PPPP-1NNNN-31-012101
单排载体，超细低断面车针，用于焊接到厚度为1到2.4mm的PCB上孔

径为1-1.3mm的孔内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根据要求可提供双列一次性载体

84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3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40到0.52mm

插拔力 插入力：1N，典型值，拔出力：0.4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43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1－10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零断面”插座连接器，用于焊接和无焊压接到PCB上的单个插座车针，供货时装在一次性载体上。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714-83-
1NNNN-31-018101变为714-83-10808-31-018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47mm／单列／载体组件

714-PPPP-1NNNN-31-018101
单排载体，超细低断面车针，用于焊接到厚度为1到3.4mm的PCB上孔

径为1-1.3mm的孔内

现有车针数目：          64及以下

 （标准车针数目：64）

  根据要求可提供双列一次性载体

714-PPPP-1NNNN-31-008101
单排载体，超细低断面车针，用于无焊压接到厚度为1.5到2.5mm的

PCB上孔径为1.05±0.05mm的孔内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根据要求可提供双列一次性载体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双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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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甚低断面插座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3-87-NNNNNN-10-268101变为803-87-016016-10-268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01-PPPP-NNNNNN-10-268101
直插座连接器，甚低断面，高度2.95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803-PPPP-NNNNNN-10-268101
直插座连接器，甚低断面，高度2.95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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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低断面插座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3-87-NNNNNN-10-012101变为803-87-016016-10-012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双列／三列／焊尾

801-PPPP-NNNNNN-10-012101
直插座连接器，低断面，高度4.2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2
 （标准车针数目：32）

803-PPPP-NNNNNN-10-012101
直插座连接器，低断面，高度4.2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805-PPPP-NNNNNN-10-012101
直插座连接器，低断面，高度4.2mm，焊尾，三列

现有车针数目：          9到96
 （标准车针数目：96）

801-PPPP-YYYYYY-10-458101
直插座连接器，低断面，高度4.2mm，焊尾，单列，跳针5.08mm
现有车针数目：         2到16
  YYY代表针数

  订购代码请另行咨询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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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双列／三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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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插座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3-87-NNNNNN-10-001101变为803-87-016016-10-001101。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801-PPPP-NNNNNN-10-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7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03-PPPP-NNNNNN-10-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7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805-PPPP-NNNNNN-10-001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6.9mm，焊尾，三列

现有车针数目：         9到96
 （标准车针数目：96）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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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插座连接器，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1-87-NNNNNN-10-143101变为801-87-016016-10-143101。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焊尾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801-PP-YYY-10-101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7mm，焊尾，单列，跳针5.08mm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YYY代表针数：

  订购代码请另行咨询

801-PP-NNN-10-143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7mm，折弯（右／左）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3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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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双列／三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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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插座连接器，焊尾。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3-87-NNNNNN-10-003101变为803-87-016016-10-003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801-PPPP-NNNNNN-10-003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8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6
 （标准车针数目：36）

803-PPPP-NNNNNN-10-003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7.9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805-PPPP-NNNNNN-10-003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7.9mm，焊尾，三列

现有车针数目：          9到96
 （标准车针数目：96）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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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插座连接器，焊尾。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双列／三列／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3-87-NNNNNN-10-005101变为803-87-016016-10-005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801-PPPP-NNNNNN-10-005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8.5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6
 （标准车针数目：36）

803-PPPP-NNNNNN-10-005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8.5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805-PPPP-NNNNNN-10-005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8.4mm，焊尾，三列

现有车针数目：         9到96
 （标准车针数目：96）

803-PPPP-NNNNNN-10-269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11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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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双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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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插座连接器，焊尾。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3-87-NNNNNN-10-216101变为803-87-016016-10-216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803-PPPP-NNNNNN-10-249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19.7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40
 （标准车针数目：40）

801-PPPP-NNNNNN-10-216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37.5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2
 （标准车针数目：32）

803-PPPP-NNNNNN-10-216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37.5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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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直角插座连接器，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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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双列／焊尾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3-87-NNNNNN-20-001101变为803-87-016016-20-001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801-PPPP-NNNNNN-20-002101
直角短插座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备选：根据要求可提供直角短插座连接器，焊  

 尾，双列型

801-PPPP-YYYYYY-20-442101
直角短插座连接器，焊尾，单列，跳针5.08mm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2
 YYY代表针数：

 订购代码请另行咨询

801-PPPP-NNNNNN-20-001101
直角插座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03-PPPP-NNNNNN-20-001101
直角插座连接器，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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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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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直角插座连接器，焊尾。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801-PPPP-YYYYYY-20-101101
直角插座连接器，焊尾，单列，跳针5.08mm
现有车针数目：       2到25
 YYY代表针数：

 订购代码请另行咨询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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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带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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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立式表面贴装。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双列／表面贴装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3-87-NNNNNN-30-002101变为803-87-016016-30-002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801-PPPP-NNNNNN-30-480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带自调高浮动车针

现有车针数目： 2到12
                               （标准车针数目：12）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03-PPPP-NNNNNN-30-480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双列，立式安装，带自调高浮动车针

现有车针数目： 4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每列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01-PPPP-NNNNNN-30-002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带鸥翼式端子

现有车针数目： 3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03-PPPP-NNNNNN-30-002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双列，立式安装，带鸥翼式端子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每列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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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双列／表面贴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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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插座连接器，立式表面贴装。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3-87-NNNNNN-30-001101变为803-87-016016-30-001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801-PPPP-NNNNNN-30-001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带鸥翼式端子

现有车针数目： 3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03-PPPP-NNNNNN-30-001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双列，立式安装，带鸥翼式端子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每列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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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卧式表面贴装。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表面贴装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01-87-NNNNNN-40-002101变为801-87-008008-40-002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78，87 锡 选择性镀金

38，83 锡 0.75μm金

代码78和38用于8FM…02-146系列／87和83用于801…40-00X101系列

8FM-PPPP-0NNNNNN-02-146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卧式安装，低断面， 小PCB空间要求，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10
                               （标准车针数目：10）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01-PPPP-NNNNNN-40-002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卧式安装，短接触件，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801-PPPP-NNNNNN-40-001101
表面贴装插座连接器，卧式安装，长接触件，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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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双列／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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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柔性针压接，用于无焊安装入有镀层的PCB通孔内。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青铜CuSn4Pb4Zn4（C544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PCB孔Φ 终孔径1mm+0.09/-0.06mm

                                         （钻孔1.15±0.025mm）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01-87-NNNNNN-65-001101变为801-87-008008-65-001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801-PPPP-NNNNNN-65-001101
压接插座连接器，单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2.5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03-PPPP-NNNNNN-65-001101
压接插座连接器，双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2.5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801-PPPP-NNNNNN-66-001101
压接插座连接器，单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2.1到3.2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03-PPPP-NNNNNN-66-001101
压接插座连接器，双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2.1到3.2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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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带用于无焊压接装入有镀层的PCB通孔内的柔性针和用于板层迭的连接针。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双列／压接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青铜CuSn4Pb4Zn4（C544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PCB孔Φ 终孔径1mm+0.09/-0.06mm

                                         （钻孔1.15±0.025mm）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1-87-NNNNNN-65-461101变为801-87-016016-65-461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801-PPPP-NNNNNN-65-461101
压接插座连接器，单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2.5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6
                               （标准车针数目：36）

803-PPPP-NNNNNN-65-461101
压接插座连接器，双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2.5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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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0.76mm／单列／双列／绕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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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 Φ0.70到0.90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09－119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3-87-NNNNNN-53-001101变为803-87-016016-53-001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801-PPPP-NNNNNN-53-001101
绕接插座连接器，高度7mm，3层，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03-PPPP-NNNNNN-53-001101
绕接插座连接器，高度7mm，3层，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方形

方形

 0.6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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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座连接器，焊尾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座连接器2.54mm
匹配插针Φ1mm／单列／双列／焊尾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体 黄铜CuZn36Pb3（C36000）

接触簧爪（6爪） 铍铜合金（C17200）

匹配插针Φ 0.95到1.08mm

插拔力 插入力：1.2N，典型值，拔出力：0.6N，典型值

                                         （抛光钢量规，Φ1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113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3-87-NNNNNN-10-004101变为803-87-016016-10-004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87 锡 选择性镀金

83 锡 0.75μm金

801-PPPP-NNNNNN-10-004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7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50
                               （标准车针数目：50）

803-PPPP-NNNNNN-10-004101
直插座连接器，高度7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100
                               （标准车针数目：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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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47mm／单列／双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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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连接器，焊尾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7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69－84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450-10-2NN-00-006101变为450-10-21616-00-006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V3* 锡 0.75μm金

*仅用于350／450…00-006101系列

350-PPPP-1NNNN-00-019101
直插针连接器，超低断面，高度1.9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350-PPPP-1NNNN-00-024101
直插针连接器，超低断面，高度2.2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350-PPPP-1NNNN-00-006101
直插针连接器，超低断面，高度3.5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50-PPPP-2NNNN-00-006101
直插针连接器，超低断面，高度3.5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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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连接器，焊尾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47mm／单列／双列／焊尾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7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69－84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350-10-1NNNN-00-001101变为350-10-10808-00-001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350-PPPP-1NNNN-01-666101
直插针连接器，高度3.5mm，折弯（右／左）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3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350-PPPP-1YYYY-01-714101
直插针连接器，高度3.5mm，焊尾，单列，跳针5.08mm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2
 YY代表针数：

 订购代码请另行咨询

350-PPPP-1NNNN-00-001101
直插针连接器，高度4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50-PPPP-2NNNN-00-001101
直插针连接器，高度4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47mm／单列／双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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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连接器，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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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7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69－84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450-10-2NNNN-00-013101变为450-10-21616-00-013101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350-PPPP-1YYYY-01-609101
直插针连接器，低断面，高度4mm，焊尾，单列，跳针5.08mm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2
 YY代表针数：

 订购代码请另行咨询

350-PPPP-1NNNN-00-013101
直插针连接器，高度4.1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50-PPPP-2NNNN-00-013101
直插针连接器，高度4.1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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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互连连接器，焊尾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47mm／单列／双列／焊尾

可供车针长度
车针长度        XXX代码

L1 (mm) L2 (mm)
 6.2 4.7 003
 8.4 3.55 004
15.3 3.55 005
21.2 3.55 016
27.4 3.55 017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长度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7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69－80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8针双列型，将

451-10-2NNNN-00-003101变为451-10-20808-00-003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351-PPPP-1NNNN-00-XXXXXX101
直互连插针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51-PPPP-2NNNN-00-XXXXXX101
直互连插针连接器，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47mm／单列／双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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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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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7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69－84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8针双列型，将

499-10-2NNNN-10-009101变为499-10-20808-10-009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车针体 簧爪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V3 锡 0.75μm金

399-PPPP-1NNNN-10-009101
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99-PPPP-2NNNN-10-009101
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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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带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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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连接器，表面贴装。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47mm／单列／双列／表面贴装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7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69－84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350-10-1NNNN-00-106101变为350-10-10808-00-106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V3* 锡 0.75μm金

*仅用于350／450…00-106101系列

350-PP-PP-1NNNN-01-899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低断面，单列，立式安装，带自定高浮动接触件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450-PPPP-2NNNN-01-899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低断面，双列，立式安装，带自定高浮动接触件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每列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350-PPPP-1NNNN-00-106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带鸥翼式端子

现有车针数目： 3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
43页

卷带包装

450-PPPP-2NNNN-00-106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双列，立式安装，带鸥翼式端子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每列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 
 提出



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47mm／单列／表面贴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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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连接器，表面贴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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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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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带包装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47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69－84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350-10-1NNNN-00-206101变为350-10-10808-00-206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350-PPPP-1NNNN-00-206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单列，卧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108

插针连接器，柔性针压接，用于无焊安装入有镀层的PCB通孔内。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108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47mm／单列／双列／压接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青铜CuSn4Pb4Zn4（C54400）

连接针Φ 0.47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PCB孔Φ 终孔径1mm+0.09/-0.06mm

                                         （钻孔1.15±0.025mm）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69－84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356-V3-1NNNN-00-014101变为356-V3-10808-00-014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V3 锡 0.75μm金

356-V3-1NNNN-00-014101
压接插针连接器，单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2.5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56-V3-2NNNN-00-014101
压接插针连接器，双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2.5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76mm／单列／双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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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连接器，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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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85－99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00-10-NNNNNN-10-001101变为800-10-008008-10-001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800-PPPP-NNNNNN-10-002101
直插针连接器，高度3.2mm，短插针，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802-PPPP-NNNNNN-10-002101
直插针连接器，高度3.2mm，短插针，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800-PPPP-NNNNNN-10-001101
直插针连接器，高度3.2mm，长插针，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备选：根据要求可提供跳针5.08mm连接器

 PN800-PP-YYY-10-101001

802-PPPP-NNNNNN-10-001101
直插针连接器，高度3.2mm，长插针，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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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连接器，焊尾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76mm／单列／双列／三列／焊尾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85－99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

802-10-NNNNNN-10-193101变为802-10-016016-10-193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V3* 锡 0.75μm金

*仅用于802／804…10-193101系列

350-PPPP-1NNNN-00-018101
直插针连接器，高度4.75mm，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50-PPPP-2NNNN-00-018101
直插针连接器，高度4.75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802-V3V3-NNNNNN-10-193101
直插针连接器，高度21.2mm，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804-V3V3-NNNNNN-10-193101
直插针连接器，高度21.2mm，焊尾，三列

现有车针数目： 9到96
                              （标准车针数目：96）



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76mm／单列／双列／三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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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板式插针连接器，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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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85－99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00-V3-NNNNNN-12-002101变为800-V3-008008-12-002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V3 锡 0.75μm金

800-V3-NNNNNN-12-002101
护板式直插针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2
                              （标准车针数目：32）

802-V3-NNNNNN-12-002101
护板式直插针连接器，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804-V3-NNNNNN-12-002101
护板式直插针连接器，焊尾，三列

现有车针数目： 9到96
                              （标准车针数目：96）

800-V3-YYY-YYY-12-422101
护板式直插针连接器，焊尾，单列，跳针5.08mm
现有车针数目： 2到16
 YYY代表针数：

 订购代码请另行咨询



112

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112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76mm／单列／双列／焊尾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85－99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00-10-NNNNNN-20-001101变为800-10-008008-20-001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V3 锡 0.75μm金

800-PPPP-NNNNNN-20-001101
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802-PPPP-NNNNNN-20-001101
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800-PPPP-YYYYYY-20-101101
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单列，跳针5.08mm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2
 YYY代表针数：

 订购代码请另行咨询



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76／1mm／单列／双列／三列／焊尾

113

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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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76mm／1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85－100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00-V3-NNNNNN-22-002101变为800-V3-008008-20-002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V3 锡 0.75μm金

*仅用于800…-20-004101系列

800-V3-NNNNNN-22-002101
护板式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2
                              （标准车针数目：32）

802-V3-NNNNNN-22-002101
护板式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804-V3-NNNNNN-22-002101
护板式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三列

现有车针数目： 9到96
                              （标准车针数目：96）

800-PPPP-NNNNNN-20-004101
Φ1mm直角插针连接器，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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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带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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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连接器，表面贴装。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76mm／单列／双列／表面贴装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85－99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00-10-NNNNNN-30-001101变为800-10-008008-30-001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V3* 锡 0.75μm金

*仅用于800／802…30-001101系列

800-PPPP-NNNNNN-30-480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低断面，单列，立式安装，带自定高浮动车针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43
页

卷带包装

802-PPPP-NNNNNN-30-480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低断面，双列，立式安装，带自定高浮动车针

现有车针数目： 4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每列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43
页

卷带包装

800-PPPP-NNNNNN-30-001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带鸥翼式端子

现有车针数目： 3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43
页

卷带包装

802-PPPP-NNNNNN-30-001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双列，立式安装，带鸥翼式端子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每列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115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76mm／单列／双列／表面贴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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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连接器，表面贴装。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见第43
页

卷带包装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C36000）

连接针Φ 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表面贴装端子的共面性 大0.1mm（在25mm长的连接器上测得）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85－99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00-V3-NNNNNN-32-002101变为800-V3-008008-32-002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V3 锡 0.75μm金

*仅用于800…40-001101系列

800-V3-NNNNNN-32-002101
表面贴装护板式插针连接器，单列，立式安装，带鸥翼式端子

现有车针数目： 3到32
                              （标准车针数目：32）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43
页

卷带包装

802-V3-NNNNNN-32-002101
表面贴装护板式插针连接器，双列，立式安装，带鸥翼式端子

现有车针数目： 4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每列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见第43
页

卷带包装

800-PPPP-NNNNNN-40-001101
表面贴装插针连接器，单列，卧式安装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9个以上车针的连接器，共面性问题要明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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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连接器，柔性针压接，用于无焊装入有镀层的PCB通孔内。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76mm／单列／双列／压接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青铜CuSn4Pb4Zn4（C54400）

连接针Φ 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PCB孔Φ 终孔径1mm+0.09/-0.06mm

 （钻孔1.15±0.025mm）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85－99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00-10-NNNNNN-65-001101变为800-10-008008-65-001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800-PPPP-NNNNNN-65-001101
压接插针连接器，单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2.5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802-PPPP-NNNNNN-65-001101
压接插针连接器，双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2.5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800-PPPP-NNNNNN-66-001101
压接插针连接器，单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2.1到3.2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802-PPPP-NNNNNN-66-001101
压接插针连接器，双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2.1到3.2mm的PCB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插针连接器2.54mm
连接针Φ0.76mm／单列／双列／三列／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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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针连接器，柔性针压接，用于无焊装入有镀层的PCB通孔内。

P
C

B连
接
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青铜CuSn4Pb4Zn4（C54400）

连接针Φ 0.76mm

机械寿命 小5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PCB孔Φ 终孔径1mm+0.09/-0.06mm

 （钻孔1.15±0.025mm）

对应的插针连接器见第85－99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00-V3-NNNNNN-6B-002101变为800-V3-008008-6B-002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V3 锡 0.75μm金

800-V3-NNNNNN-6B-002101
压接护板式插针连接器，单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2.5mm的

PCB
现有车针数目： 2到32
                              （标准车针数目：32）

802-V3-NNNNNN-6B-002101
压接护板式插针连接器，双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2.5mm的

PCB
现有车针数目： 4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804-V3-NNNNNN-6B-002101
压接护板式插针连接器，三列，柔性针，用于厚度为1.5到2.5mm的

PCB
现有车针数目： 9到96
                              （标准车针数目：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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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排针，焊尾。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插针连接器2.54mm
方锸针    0.635mm／单列／双列／三列／焊尾

可供车针长度
连接针A（mm） 焊针B（mm） XXX代码

 6 3.1 001
 7 3 002
 8.5 3 003
14.9 3 004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酰胺PA-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

连接针      0.635mm 

机械寿命 小1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85－99页。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

890-70-NNNNNN-10-001101变为890-70-008008-10-001101。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70 选择性镀金 选择性镀金

80 锡 锡

18 锡 0.25μm金

890-PPPP-NNNNNN-10-XXXXXX101
直方排针，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40
                              （标准车针数目：40） 方形

方形

方形

方形

方形

方形

892-PPPP-NNNNNN-10-XXXXXX101
直方排针，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80
                              （标准车针数目：80）

894-PPPP-NNNNNN-10-001101
直方排针，焊尾，三列

只有车针长度代码为001的连接器

现有车针数目： 9到120
                              （标准车针数目：120）



插针连接器2.54mm
方锸针    0.635mm／单列／双列／三列／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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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角方排针，焊尾。

P
C

B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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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可供车针长度
连接针A（mm） XXX代码

6 001
7 002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酰胺PA-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

连接针      0.635mm 

机械寿命 小1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85－99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70 选择性镀金 选择性镀金

80 锡 锡

18 锡 0.25μm金

890-PPPP-NNNNNN-20-XXXXXX101
直角方排针，焊尾，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40
                              （标准车针数目：40）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NN。例如：对8针单列型，将890-
70-NNNNNN-20-006101变为890-70-008008-20-006101。 

892-PPPP-NNNNNN-20-XXXXXX101
直角方排针，焊尾，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80
                              （标准车针数目：80）

894-PPPP-NNNNNN-20-001101
直角方排针，焊尾，三列

只有车针长度代码为001的连接器

现有车针数目： 9到120
                              （标准车针数目：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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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端子条，用于用焊尾／连接针接线的场合。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PCB端子条2.54mm
单列／双列／焊尾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 （C36000）

连接针Φ 0.5mm

机械寿命 小1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69－84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80 锡 锡

360-PPPP-1NNNN-00-001101
开槽式头端子条，带焊尾／连接针，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460-
10-2NNNN-00-001101变为460-10-21616-00-001101。 

460-PPPP-2NNNN-00-001101
开槽式头端子条，带焊尾／连接针，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370-PPPP-1NNNN-00-001101
接线台式头端子条，带焊尾／连接针，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70-PPPP-2NNNN-00-001101
接线台式头端子条，带焊尾／连接针，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380-PPPP-1NNNN-00-001101
焊杯端子条，带焊尾／连接针，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80-PPPP-2NNNN-00-001101
焊杯端子条，带焊尾／连接针，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PCB端子条2.54mm
单列／双列／绕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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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端子条，用于用绕接接线的场合。

P
C

B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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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C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 （C36000）

绕接端子      0.635mm，3层

机械寿命 小1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对应的插座连接器见第69－84页。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连接针

10 0.25μm金 0.25μm金

353-10-1NNNN-00-001101
端子条，带绕接端子，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根据要求可提供其它镀层（镀层规格见178页）。
NNNN代表针数：用要求的针数替代NNNN。例如：对16针双列型，将453-
10-2NNNN-00-001101变为453-10-21616-00-001101。 

453-10-2NNNN-00-001101
端子条，带绕接端子，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363-10-1NNNN-00-001101
开槽式头端子条，带绕接端子，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63-10-2NNNN-00-001101
开槽式头端子条，带绕接端子，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373-10-1NNNN-00-001101
接线台式头端子条，带绕接端子，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73-10-2NNNN-00-001101
接线台式头端子条，带绕接端子，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383-10-1NNNN-00-001101
焊杯端子条，带绕接端子，单列

现有车针数目： 2到64
                              （标准车针数目：64）

483-10-2NNNN-00-001101
焊杯端子条，带绕接端子，双列

现有车针数目： 4到72
                              （标准车针数目：72）



插座连接器用跳线，B＝2.54mm，不带绝缘（图1）
999-11-110-10

插座连接器用跳线，B＝2.54mm（图2）：

999-11-210-10
黑色绝缘

999-11-210-11
红色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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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带绝缘的和不带绝缘的两种类型，脚间距有2.54、5.08及7.62mm，用于标准插座车针上。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公跳线
2.54mm间隔

备选项
不带绝缘的线径为0.50mm（代替0.56mm）的跳线

宽度B（MM）  零件号

2.54  999-51-110-10
5.08  999-51-112-10
7.62  999-51-113-10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B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黄铜CuZn36Pb3 （C36000）

连接针Φ 0.56mm

机械寿命 小1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3A

接触电阻 大10mΩ

绝缘强度 小1,000VRMS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1 0.25μm金

镀层规格见178页。

插座连接器用跳线，B＝5.08mm，不带绝缘（图3）

999-11-112-10

插座连接器用跳线，B＝5.08mm（图4）：

999-11-220-10
黑色绝缘

999-11-220-11
红色绝缘

插座连接器用跳线，B＝2.54mm，不带绝缘（图1）
999-11-113-10

插座连接器用跳线，B＝2.54mm（图2）：

999-11-230-10
黑色绝缘

999-11-210-11
红色绝缘



母跳线
2mm／2.54mm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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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跳线，标有色码，绝缘体顶部有开式和闭式。

PC
B 

CO
N

N
EC

TO
RS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本目录所提供的所有信息都可能改变，恕不事先通知。

    0.5mm排针用2mm跳线，闭式绝缘体：

999-19-220-00
黑色绝缘

网址：WWW.PRECIDIP.COM   电话：＋41 32 421 04 00  电子信箱：SALES@PRECIDIP.COM

技术规格（通用规格见第43页）

绝缘体 黑色玻璃填充聚脂PBT-GF30-FR

可燃性 UL94V-O

车针 磷青铜

匹配针      0.635mm 

机械寿命 小100个循环

额定电流 1A（2mm）／3A（2.54mm）

接触电阻 大20mΩ

绝缘强度 小500VRMS

符合ROHS指令的零件的订购信息
PP镀层代码 端子 

19 选择性镀金

镀层规格见178页。

    0.5mm排针用2mm跳线，可叠起堆放的闭式绝缘体：

999-19-320-00
黑色绝缘

    0.635mm针用2.54mm跳线，闭式绝缘体：

999-19-210-00
黑色绝缘

999-19-210-02
红色绝缘

999-19-210-06
蓝色绝缘

    0.635mm排针用的2.54mm跳线，可叠起堆放的闭式绝缘体：

999-19-310-00
黑色绝缘

999-19-310-02
红色绝缘

999-19-310-06
蓝色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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