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 本製品は、充電された状態で出荷されております。本製品は、充電された状態で出荷されております。本製品は、充電された状態で出荷されております。本製品は、充電された状態で出荷されております。

This product has been charged to a certain voltage before shipment.This product has been charged to a certain voltage before shipment.This product has been charged to a certain voltage before shipment.This product has been charged to a certain voltage before shipment.

・ 正極端子（＋）と負極端子（－）を短絡させないで下さい。

・ Do not short-circuit the positive (+) and negative (-) electrode terminals.

・ 製品同士の端子を直接接触させないで下さい。

・ Do not bring the terminals of products into direct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 正極端子（＋）と負極端子（－）に強い力を加えないで下さい。

・ Do not apply force to the positive (+) and negative (-) electrode terminals

・ 製品を持ち運ぶときに、端子を持たないで下さい。

・ Do not hold the terminals when carrying the product.

・ 製品を落下させたり、過度の衝撃や振動を与えたりしないで下さい。

・ Do not drop or subject the product to excessive shock or vibration.

※ 感電・火傷・怪我などの恐れがあり、漏液・発熱・発煙・破裂・発火を伴う
故障の原因となります。

* It may cause an electric shock, burns, or personal injury, resulting in a fault
causing it to leak, heat up, smoke, explode, or burst into flames.

円筒型リチウムイオンキャパシタ取扱時の注意事項円筒型リチウムイオンキャパシタ取扱時の注意事項円筒型リチウムイオンキャパシタ取扱時の注意事項円筒型リチウムイオンキャパシタ取扱時の注意事項

製品の取扱いによる短絡（事例）

製品の同梱による端子接触 製品加工・測定時の短絡

Contacts of Terminals Caused by

Bundling Products Together in a Package

Short-Circuit Occurred in the Product Processing

 and Measurement Procedures

Examples of Short Circuit Caused by Operation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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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项 

 

１．安全标志以及本说明书的注意事项 

 

本说明书就使用圆筒型锂离子电容器（以下称为锂离子电容器）时，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

的危险源的相关信息做如下标志以提请使用者注意避免危险和确保安全。 

请务必阅读这些标志说明，充分理解其内容之后才使用。 

 

●本说明书，采用以下警告标志进行说明以便安全使用本产品。 

 
危险 本标志表示，如果操作不当，则「会有立即受重伤的危险性」。 

 
警告 本标志表示，如果操作不当，则「会有受重伤的可能性」。 

 
注意 本标志表示，如果操作不当，则「会有受伤以及物质损失的可能性」。 

 

●以下警告图标以图形分类方式说明使用本产品时须遵守的内容。 

 
本标志表示，「禁止」该行为。 

 
本标志表示，「强制」并必须执行基于指示的行为。 

 
本标志表示，一般性的「注意」事项。 

 

 

 

 

１． 严禁擅自转载或复制本说明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２． 本说明书内容今后如有更改，恕不事先通告。 

 

３． 本说明书内容力求正确完整,如万一发现有错误或遗漏等，请联系我们。 

 

４． 对因违反本说明书内容而造成的后果，本公司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锂离子电容器除了工作电压高、能源密度高外，还因能急速充放电而循环寿命也长，因此其适用的业

务范围广泛。 

本产品使用指南（使用说明书）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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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安全使用须知 

 

● 产品出厂时带电压，因此若操作或使用方法不当，则可能有触电或受伤的危险。 

● 请在使用本产品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理解操作和使用方法后使用。 

● 请确认使用用途和地点以及使用环境是否适当。另外，如发生异常或发现异常，请立即停

止使用，并与本公司联系。 

 

＜危险内容＞ 

● 为安全起见，使用时请遵守以下所列禁止行为和强制事项的规定。 

危险

 

请勿扔入火中，加热温度不得高于规格书所定最大温度。请勿在有烟火的附近使用。

●可能引起冒烟、破裂和起火。 

 

 

请勿扔入水中。 

●可能引起冒烟、破裂和起火。 

 

 

请勿拆解和改造产品，勿用刀具和钉子等锋利物损伤产品。 

●有触电和受伤等危险，若本体损伤，则可能引起发热、冒烟、破裂和起火。 

 

 

请勿让正负极端子短路和接反。 

●可能引起冒烟、破裂和起火。 

 

 

请勿用锤子等敲打产品，不要踩踏产品。 

●可能引起发热、冒烟、破裂和起火。 

 

 

请勿放置在电磁炉上，勿放入微波炉和高压容器、减压容器里。 

●可能引起漏液、冒烟、破裂和起火。 

 

 

请勿将产品保管、设置在烈日下的车内等高温处。 

●可能引起冒烟、破裂和起火。 

 

 

接触端子等导电部位时、请戴上绝缘手套等防护用具。 

●若不戴防护用具，则有触电、烧伤、受伤的危险。 

 

 

保存本产品时，请进行正负极端子的绝缘处理。 

●如果不进行端子的绝缘处理，则有触电、烧伤、受伤和冒烟、破裂、起火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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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内容＞ 

● 为安全起见，使用时请遵守以下所列禁止行为和强制事项的规定。 

警告 

 

请勿在工作范围外的电压下使用。 

●如果在工作范围外的、不正确的电压下使用，则不仅其寿命会缩短，还可能引起

漏液、发热、冒烟、破裂和起火等故障。 

 

请勿在工作范围外的温度下使用。 

●如果在工作范围外的、不正确的温度下使用，则不仅其寿命会缩短，还可能引起

漏液、发热、冒烟、破裂和起火等故障。 

 

将多个产品连接（串联，并列）起来使用时，请做好电压均衡。 

●内部短路、漏液和故障的原因。 

 

搬运本产品时，请勿手持端子 

●触电、内部短路、漏液和故障的原因。 

 

 

请勿跌落产品，勿予以过度冲击和振动。 

●内部短路、漏液、发热和故障的原因。 

 

 

安装产品时，请远离设备的发热部位。 

●漏液、发热和故障的原因。 

 

 

请勿设置或保管在高温、潮湿和阳光长时间直接照射的地方。 

●漏液、发热和故障的原因。 

 

 

一般而言，电子元件都可能出故障。为避免该产品出故障而造成人身事故、火灾事

故和社会损失等问题，请采用冗余设计、防延烧措施、防误动作设计等安全设计。

 

 

请使用电压均衡化电路等保护电路来均衡电池间的电压。 

●若不均衡电池间电压，则可能发生漏液和故障。 

 

 

接触端子等导电部位时、请戴上绝缘手套等防护用具。 

●若不戴防护用具，则有触电、烧伤、受伤的危险。 

 

 

若使用条件，工作电压范围等有问题，或与其他电池搭配使用，请事先与本公司商

议。 

●未经商议使用而发生问题，本公司概不负责。 

 

若发生漏液、异臭、冒烟、发热等异常问题，请立即停止使用，并与本公司或经销

店联系。 

●若不均衡电压，则可能发生漏液和故障。 

 

若漏出的电解液粘附到皮肤上，或进到眼睛里，请别擦，用自来水等充分冲洗。若

发生误饮，请立即用自来水等漱口。无论哪种情况，都请立即去医院诊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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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内容＞ 

●为安全起见，使用时请遵守以下所列注意事项的规定。 

注意 

 

产品的端子有正负极性（＋正，－负）。请使用正确极性。 

●使用时若极性有误，则可能引起漏液、发热、冒烟、破裂和起火。 

 

将连接器和电线等与端子连接时，请遵守电气操作中的注意事项。 

●否则可能引起漏液、发热、冒烟、破裂和起火。 

 

请选用适合工作电流的连接器和电线。 

●使用难以承受工作电流的连接器和电线，可能引起发热和起火。 

 

归还产品时，请给端子做防短路处理（给端子贴绝缘胶布等），然后放入本公司的

捆包箱（或相似的捆包箱）返还。 

●若不做适当处理，则可能引起发热和起火。 

 

若连接设备的电压低于产品的吸持电压，则打开电源等通电时，请注意可能有过大

电流从电池流到连接设备。 

 

 

若漏出的液体跌落到衣服上，请立即用自来水等冲洗。 

 

 

收到产品时，请查验有无变形、漏液、异臭、发热，以及其他异常问题。万一收到

时发现了异常，请勿使用，立即与本公司或销售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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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产品概要 

锂离子电容器是一种正极用活性碳，负极用锂吸附碳的混合电容器。作为融合了电双层电

容器的高功率密度和锂离子电池的高能源密度的新蓄电设备，其前景令人乐观。 

可按照使用用法和条件来利用。 

 

４．外观和各部位名称 

    ●产品外观（示例） 

 

    

     压力阀 

 

  盒 

 

 

       

  电极元件    外包装套     封口胶     引线端子 

 

５．使用以及保管场所的环境条件 

●请在由产品决定的以下环境条件下使用和保管。 

 

本公司型号 

LIC1235R 3R8406 

LIC1840R 3R8107 

LIC2540R 3R8207 

 

LIC2540R 3R8277 

① 工作温度范围 -25℃～85℃ ※1 -25℃～60℃ 

② 工作电压范围 2.2Ｖ～3.8Ｖ 2.2Ｖ～3.8Ｖ 

③ 保管温度范围 5℃～35℃ 5℃～35℃ 

④ 长期保管温度 

（建议 1年以内） 
10℃～35℃ 10℃～35℃ 

⑤ 保管湿度范围 80％Rh 以下（不可结露） 80％Rh 以下（不可结露） 

⑥ 长期保管湿度 

（建议 1年以内） 
65％Rh 以下（不可结露） 65％Rh 以下（不可结露） 

   ※1：温度高于 70℃，则可在低于 3.5Ｖ的电压下使用。 

 

 

长期保管时，请勿使电压高于其上限（3.8V）和低于其下限（2.2V）。 

 

 

请勿在高温、阳光直射处、炉子等热源附近、以及潮湿、结露、冰雪和冻结的情况

下使用与保管。另外也请勿在以下环境下使用与保管。 

① 溶剂和油等液体暴露的环境 

② 充满气体状油性成分的环境 

③ 易受盐水侵蚀，或充满盐分的环境 

④ 易受酸性或碱性溶液侵蚀的环境 

⑤ 充满腐蚀性气体(硫化氢，亚硫酸，氯，溴等)的环境 

⑥ 有振动和冲击的环境 

 

长期保管时，请用结实到足以不会因堆叠等而破损的材料捆包。为防止端子间短路，

捆包时，请注意保持各自的绝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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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使用须知 

●使用时，请遵守以下事项。 

 

请勿用刀具和钉子等锋利物损伤本体。 

●有触电、受伤、烧伤等危险，若本体损伤，则可能引起发热、冒烟、破裂和起火。

 

 

请勿让正极端子与负极端子短路。 

●本产品，自出厂时起，就设计成带电压。 

具体而言，就是产品里事先已蓄积对应电压的能源。因此，请绝对不能让正负极端

子短路。 

●有触电、烧伤、受伤等危险，是伴有漏液、发热、冒烟、破裂和起火的原因。 

●特别是使用金属工具的时候，请充分注意操作，不要造成短路。（危险例子∶同时

用钳子剪两个引线端子。用金属游标卡尺量引线端子间距。） 

 

放电请勿低于下限电压（2.2 V）。 

●若电压低于下限电压，就会发生极端的寿命下降，除了电气性能退化外，还可能

因短路、断路以及漏液和析气而导致破裂事故。 

●若低于下限电压，那么即使再充电也恢复不到初期的正常状态。因此请在保管和

使用、以及电路安装设计等时予以充分注意，绝对不能低于下限电压。 

 

 

充电请勿高于上限电压（3.8 V）。 

●若充电电压高于上限电压，就会发生极端的寿命下降，除了电气性能退化外，还

可能因短路、漏液和析气而导致破裂事故。 

 

 

请勿施加反向电压。 

●不仅会引起电气性能退化，还可能因短路、漏液和析气而导致破裂事故。 

 

 

请勿使用跌落过的产品。 

●若使用跌落过的产品，则可能因短路、漏液和析气而导致破裂事故。 

 

 

请勿对本体和正极端子、负极端子施加过大的热应力。因为这不仅会导致电气性能

退化，还会引发析气使内压上升从而导致漏液、短路和外观异常。 

 

 

请勿对正极端子和负极端子施加强力。因为这是端子折弯或松脱而造成密封不良或

引发析气和内压上升从而导致漏液和短路等故障以及外观异常等的原因。 

 

 

请勿用叉状物等过度施加外力或击穿。因为这是密封不良或引发析气和内压上升从

而导致漏液和短路等故障以及外观异常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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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使用锂离子电容器的设备以及使用注意事项 

7.1 在工作电压范围及工作温度范围内的使用 

●请在工作电压范围和工作温度范围内使用 

 

请勿在电压高于上限电压(3.8V)，或低于下限电压(2.2V)，以及工作温度范围

（-25℃～85℃或 60℃）外使用。 

●有引发析气，导致漏液、发热、冒烟、破裂和起火的风险。 

 

请勿在电压低于其下限（2.2 V）时使用。 

●有可能引发析气，导致漏液、发热、冒烟、破裂和起火。 

请在电路安装设计时予以充分注意，绝对不能低于下限电压。 

 

请勿在电压高于其上限電圧（3.8V）时使用。 

●有可能引发析气，导致漏液、发热、冒烟、破裂和起火。 

请在电路安装设计时予以充分注意，绝对不能高于上限电压。 

 

特别是为避开低于下限电压(2.2V)的过放电状态，请设置遮断均衡化电路等的开关

或设置防止过放电功能。建议设置防止过放电功能以避免忘记关开关等。 

 

 

请注意散热设计。 

因使用条件（环境温度，充放电电流值，充放电频率等）不同，电池内部的温度有

可能超出工作温度范围。若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温度上升，请在散热设计时，确保足

够的散热空间和设置散热板等，以使内部温度不超出工作温度范围。另外，建议并

用冷却扇等强制冷却装置。 

 

7.2 使用正确的极性 

●产品的端子有正负极性（＋正，－负）。 

 

请勿接反端子极性。 

●有可能引发析气，导致漏液、发热、冒烟、破裂和起火。 

 

 

为区分端子，改变了外包装套的极性标识以及端子长度。为避免端子反接，请在确

认外包装套以及引线长度后才连接。 

 

 

7.3 用于特别重视安全性的用途 

●一般而言，电子元件都可能出故障。本公司虽竭力完善产品质量，但也不可能使故障概率为

零。在某些情况下，有因漏液和内部短路而引发析气以及随之而来的膨胀和变形等风险。特

别是在过充电和过放电时产生的气体膨胀，可能会造成内部电极的短路、漏液和破裂，非常

危险。强烈建议设计抑制电池变形的机壳结构。 

 

请勿用于航空设备、航空宇宙设备、海底中继器、原子力控制系统、维持生命的医

疗设备、医疗装置和医疗系统等用途。 

●可能导致人身事故和社会损失。 

 

鉴于产品在使用用途中会发生故障，为防止人身事故、火灾事故和社会损失等发生，

请采用冗余设计、防延烧措施和防误动作设计等安全设计。 

●可能导致人身事故，火灾事故和社会损失等问题。 

 

关于使用用途的详细信息，请事先咨询本公司或经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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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使用条件与寿命 

●锂离子电容器是寿命有限的产品。 

 

因为产品的寿命特性随使用条件而变，所以请在设备设计时考虑长期特性变化，充

分确保设备安全。 

 

 

7.5 确保安全性 

●锂离子电容器备有压力阀。 

 

若本体内部压力异常地上升，该压力阀会破裂而放出内部气体。为使压力阀有效地

发挥作用，请在压力阀上部设置所定空间（直径不到φ18mm 的产品;2mm 以上，φ

18mm 以上的产品;3mm 以上）。压力阀工作时会有高温气体喷出，因此请勿在压力阀

上部配线和布置图形。另外，请不使用压力阀已打开的产品。 

 

7.6 大电流下的使用 

●锂离子电容器，如果在大电流下使用，就会发热。 

 

请勿在电流超过最大充放电电流值的状态下使用。 

即使是在所定电压范围内进行控制，也有控制电压时的容许电流量。请务必在规定

的电流范围内充放电。  

●可能会因发热产生冒烟和膨胀、变形以及破裂、漏液等问题。 

●本公司确认的最大充放电电流值如下所示。 

本公司型号 充电时 放电时 

LIC1235R 3R8406 2A 

LIC1840R 3R8107 5A 

LIC2540R 3R8207 5A 

LIC2540R 3R8277 5A 

●如果在超过最大充放电电流值的状态下使用，请事先与本公司商议。 

●未经商议使用而发生问题，本公司概不负责。 

 

在最大充放电电流值的状态下使用，即使是短时间，也会大发热，因此请勿在最大

充放电电流值的状态下持续使用。 

 

 

为不让电池表面温度超过工作温度范围，设计时请充分注意散热设计和连接方法等

问题。 

 

 

7.7 如果多个结合使用 

●多个搭配使用时，请遵守以下事项。 

 

请勿将不同类型的锂离子电容器和其他电容器等蓄电设备混用。 

 

 

如果多个同类锂离子电容器搭配使用，请在统一电压后，才使用。 

 

 

如果是多个串联连接使用，设计时请保持产品间的电压均衡。建议使用电压均衡化

电路等。 

 

 

出厂时的电压值在「3.0V 以上」。但如果是多个长期未使用的电池搭配使用，则请

在统一各电池的电压后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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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低电压时的放电 

●锂离子电容器，若电压低于 3V 时处于断路状态，则有电压缓慢上升的特点。 

 

 

在低于 3V时处于断路状态的情况下，如果反复来自电压上升的放电(参照下图)，则

电池特性可能会恶化。 

产品的电压，请勿从低于 3V 的状态开始放电。 

 

 

 

 

    

 

 

 

 

 

为了避免上述用法，请在放电前充电至超过 3V 之后才使用。 

 

 

 

８．维修检查 

●建议定期检查所用设备。 

 

请就以下内容定期检查所用锂离子电容器设备。 

 ①外观   ： 有无变形、膨胀、漏液等显著异常 

  ②电气特性 ： 商品说明书或交货规格书所规定的项目 

●如果从上述内容中查出了异常，请立即停止使用，并采取更换等恰当措施。 

 

 

９．运送 

●运送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运送途中，请避免过度的振动和冲击。 

 

 

请避免运送途中的跌落以及搬运货物时升降机等造成扎刺损坏等。 

 

请用结实到足以不会因堆叠等而破损的材料捆包。 

 

为防止端子间短路，捆包时请注意保持各自的绝缘状态。 

 

运送途中，请勿被雨水、海水、冰雪、结露、冻结等弄湿。 

 

 

运送前后，请核实电池的电压没有偏离规格范围。 

 

【航空运送条例】 

现在，锂离子电容器未受 2015 年度 IATA 危险品规则限制。但航空运送条例有可能

变更，因此建议每次运送时都进行核实，采取合适的运送方法。 

断路状态下的电压上升 
电
压 

停止放电电压 

时间 

3V 

依靠外部负荷的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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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意外情况 

●使用时若发生异常，请进行以下处理。 

 

如果发生了电池的变形和破损，请立即停止使用，进行更换或回收。 

 

 

如果电池发生了漏液和异臭，请立即停止使用，避开烟火。 

●泄漏出的电解液有引火的危险。 

 

 

１１．废弃 

●废弃电池时，请遵守以下事项 

 

废弃电池时，依照《废弃物处理及清扫法》，请经营者自己与特别管理产业废弃物

处分企业签订合同后作适当处理。 

 

 

１２．保证责任 

●将本公司电池产品及技术信息的两者或其中之一出口或带出日本国外提供给第三者时，请

遵守外汇及外贸管理法(外汇法)，EAR（美国出口管理条例）及相关法令、法规，依照其所定

规则办理必要的手续。 

关于此事，若因未办必要的手续而发生问题，本公司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关于交货规格书上记载的技术信息，并非是许可或保证本公司或第三者的知识产权、其他权

利的实施和使用。因此，若因其使用侵害了第三者的权利，本公司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严禁擅自转载或复写本说明书的记载内容。 

 

●对于起因于脱离本说明书记载的使用范围的使用、误用或不正确使用的不良状况等，本公司

概不负责，敬请谅解。 

 

●对于起因于贵公司指定的设计变更（包括用途、使用条件）的不良状况等，本公司概不负责，

敬请谅解。 

 

●本公司致力于提高质量和可靠性，但因产品特性，有可能产生缺陷和故障。考虑到万一发生

故障等情况，请在装置和系统上予以充分的安全设计，以免生命遭到直接威胁，身体及财产

受到危害。 

 

●本说明书 13 项中记载的本公司产品规格(示例)，显示的是代表值。使用时，请向本公司索

取个别电池产品的交货规格书，确认详细内容。 

 

●本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今后如有更改，恕不事先通告。量产设计时，为慎重起见，请与本公

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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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产品规格(示例) 

●按锂离子电容器型号分类的产品规格(示例)(电气特性)如下所示。 

型   号 
标 称 

容 量 

初期规格值 

容 量 内阻抗 

LIC1235R 3R8406 40F 32～48F 150mΩ以下 

LIC1840R 3R8107 100F 80～120F 100mΩ以下 

LIC2540R 3R8207 200F 160～240F 50mΩ以下 

LIC2540R 3R8277 270F 216～324F 50mΩ以下 

 

LIC1235R 3R8406 / LIC1840R 3R8107 / LIC2540R 3R8207 性能及规格 
 项  目 规  格 条  件 

1 工作温度范围（℃） -25 ～ +85 － 

2 最大工作电压（Ｖ） 3.8 工作温度范围内 

但若温度高于 70℃，则为 3.5（Ｖ） 

3 最小工作电压（Ｖ） 

（本产品有下限电压） 

2.2 工作温度范围内 

 

4 温度特性 -25℃ 容量 初期规格值的 60％以上 在左侧所记温度中放置 2 个多小时以

后测量。 

 

 

※：＋85℃ 测量容量时的充电电压为

3.5（Ｖ） 

内阻抗 初期规格值的 10 倍以下 

+70℃ 容量 满足初期规格值。 

内阻抗 满足初期规格值。 

+85℃
※
 容量 满足初期规格值。 

内阻抗 满足初期规格值。 

5 高温负荷特性－１ 容量 初期规格值的 70％以上 环境温度：70±2℃ 

施加最大工作电压 1,000 小时后 内阻抗 初期规格值的 2倍以下 

６ 高温负荷特性－２ 容量 初期规格值的 70％以上 环境温度：85±2℃ 

施加 3.5Ｖ的电压 1,000 小时后 内阻抗 初期规格值的 2倍以下 

 

LIC2540R 3R8277 性能及规格 
 项  目 规  格 条  件 

1 工作温度范围（℃） -25 ～ +60 － 

2 最大工作电压（Ｖ） 3.8 工作温度范围内 

３ 最小工作电压（Ｖ） 

（本产品有下限电压） 

2.2 工作温度范围内 

４ 温度特性 -25℃ 容量 初期规格值的 50％以上 在左侧所记温度中放置 2 个多小时以

后测量。 

 

 

 

内阻抗 初期规格值的 10 倍以下 

+60℃ 容量 初期规格值的±10％ 

内阻抗 满足初期规格值。 

５ 高温负荷特性 

 

容量 初期规格值的 65％以上 环境温度：60±2℃ 

施加最大工作电压 1,000 小时后 
内阻抗 初期规格值的 2倍以下 

注∶除非另有规定，试验全部以常温(25±5℃)，常湿(60±20%RH)为标准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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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示例)，显示的是代表值。使用时，请向本公司索取个别产品的交货规

格书，确认详细内容。 

 

 

有关产品规格的详细试验条件，请向本公司查询。 

 

 

 

本产品规格，今后如有更改，恕不事先通告。使用时，请向本公司核实。 

 

 

 

 

１４．外形概略尺寸(参考值) 

●按锂离子电容器的型号分类的外形图及概略尺寸(参考值)如下所示。 

 

 

 

 

 

 

 

 

 

 

型  号 
产品尺寸(mm) 

A B C D E Ｆ 

LIC1235R 3R8406 φ12.6 36.5 17Min 5Min 5.0 φ0.8 

LIC1840R 3R8107 φ18.1 41.5 17Min 5Min 7.5 φ0.8 

LIC2540R 3R8207 φ25.2 41.0 17Min 5Min 12.6 φ1.0 

LIC2540R 3R8277 φ25.2 41.0 17Min 5Min 12.6 φ1.0 

※本产品备有压力阀。为使压力阀有效地发挥作用，请在压力阀上部设置所定空间 

（直径不到φ18mm 的产品;2mm 以上，φ18mm 以上的产品;3mm 以上）。 

 

 

外形概略尺寸，显示的是参考值。使用时，请向本公司索取个别产品的交货规格

书，确认详细内容。 

 

 

外形概略尺寸，今后如有更改，恕不事先通告。使用时，请向本公司核实。 

 

 

 

ＡＢ Ｃ Ｄ

Ｅ

＋

－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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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锂离子电容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指南  

现将 2014 年的相关法律法规列在下面以供参考。 

 

 

利用时，请确认最新的法律法规。 

 

 

NO. 法律・法规 贮藏  运送  废弃  安全 

１ 消防法 ○ ○ － － 

２ IATA 危险品规则 － ○ － － 

３ 危险品船舶运送及贮藏规则 ○ ○ － － 

４ 船舶安全法 － ○ － － 

５ 航空法 － ○ － － 

６ 废弃物处理法 － － ○ － 

７ 安全应用指南 － － － ○ 

 

１．消防法（2014 年 6 月 13 日 法律第 69 号）／防火条例（各地方政府制定） 

这是关于锂离子电容器使用的电解液的贮藏，国内运送的规定。根据消防法定下了指定数

量，防火条例规定了通常的处理量。锂离子电容器（电池/模块）的电解液用的是第 4类第 3石

油类水溶性液体危险等级Ⅲ（消防法的指定数量为 4,000 升）。关于每一产品的电解液使用量，

请通过本公司的营业部门进行咨询。 

此外，还规定了贮藏或处理这一危险品时，必须在得到许可的设施，按照政令制定的技术

标准来进行。具体事项，还请核实消防法以及各地方政府制定的防火条例。 

 

２．IATA 危险品规则（2015 年 1 月第 56 版） 

现在，锂离子电容器并未作为危险品而受到 2015 年度 IATA 法规的限制。但航空运送条例

有可能变更，因此建议每次运送时都进行核实，采取合适的运送方法。 

 

３．危险品船舶运送及贮藏规则（2014 年 12 月 12 日 国土交通省令 第 93 号） 

危险品的船舶运送和贮藏，请遵守危险品船舶运送及贮藏规则。 

 

４．船舶安全法（2014 年 6 月 13 日 法律第 69 号） 

使用的电解液，属于易燃性液体类。请遵从船舶安全法的规定。 

 

５．航空法（2014 年 6 月 13 日 法律第 70 号） 

运送上的航空管制，请遵从航空法的规定。 

 

６．有关废弃物处理及清扫的法律(简称∶废弃物处理法，废扫法 2015 年 7月 17 日第 58 号） 

废弃，需要委托特别管理产业废弃物处分企业办理。 

具体事项，还请遵从各地方政府的规定。 

 

７．JEITA RCR-2377 锂离子电容器的安全应用指南 

（2013 年 11 月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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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履历】 

变更履历 年月日 变更内容及特别记载事项 

1st 2015 年 10月 16日 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