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utline dimensions and parts names refer to other 
sheet. 

Current consumption 900mA  Max.

.

The product needs to be power ON for 12 hours before using the product after 
replacing needles. 

□
□

Allow at least 60mm of space behind the air inlet to ensure good intake of air.

2

2

2

Before using, confirm that AC adapter and AC cord which attaches 
fit in with the standard of the country.

＊3 There is no AC adapter in ZJ-FA□□-D type.

Manufacturer:
  Omron Corporation,
  Shiokoji Horikawa, Shimogyo-ku,
  Kyoto 600-8530 JAPAN
  Shanghai Factory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Importer in EU:
  Omron Europe B.V.
  Wegalaan 67-69
  2132 JD Hoofddorp,
  The Netherlands

3. Applicable standards
・EN61326-1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 Industrial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EN/IEC　61326-1　Table 2)
4. Other

The following notice applies only to products that carry the CE mark:
Notice:
This is a class A product. In residential areas it may cause radio 
interference, in which case the user may be required to take adequate 
measures to reduce interference.

Suitability for Use

s

Omron Companies sha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conformity with any standards, 
codes or regulations which apply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oduct in the 
Buyer’s application or use of the Product. At Buyer’s request, Omron will 
provide applicable third party certification documents identifying ratings and 
limitations of use which apply to the Product. This information by itself is not 
sufficient for a complete determination of the suitability of the Produc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nd product, machine, system, or other application or 
use. Buyer shall be solely responsible for determining appropriateness of the 
particular Product with respect to Buyer’s application, product or system. 
Buyer shall take application responsibility in all cases. 

NEVER USE THE PRODUCT FOR AN APPLICATION INVOLVING 
SERIOUS RISK TO LIFE OR PROPERTY WITHOUT ENSURING THAT THE 
SYSTEM AS A WHOLE HAS BEEN DESIGNED TO ADDRESS THE RISKS, 
AND THAT THE OMRON PRODUCT(S) IS PROPERLY RATED AND 
INSTALLED FOR THE INTENDED USE WITHIN THE OVERALL 
EQUIPMENT OR SYSTEM.
See also Product catalog for Warranty and Limitation of Liability.

Oct,  2014D

OMRON Corporation      Industrial Automation Company
 Contact:  www.ia.omron.comTokyo, JAPAN

OMRON ELECTRONICS LLC
2895 Greenspoint Parkway, Suite 200
Hoffman Estates, IL 60169 U.S.A.
Tel: (1) 847-843-7900/Fax: (1) 847-843-7787
OMRON ASIA PACIFIC PTE. LTD.
No. 438A Alexandra Road # 05-05/08 (Lobby 2), 
Alexandra Technopark, 
Singapore 119967
Tel: (65) 6835-3011/Fax: (65) 6835-2711

OMRON (CHINA) CO., LTD.
Room 2211, Bank of China Tower, 
200 Yin Cheng Zhong Road,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200120, China
Tel: (86) 21-5037-2222/Fax: (86) 21-5037-2200

OMRON EUROPE B.V.
Sensor Business Unit
Carl-Benz-Str. 4, D-71154 Nufringen, Germany
Tel: (49) 7032-811-0/Fax: (49) 7032-811-199

Regional Headqua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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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adapter(*1,*3)



外形寸法図及び各部の名称は該当頁を参照ください。

Max. 

Max.

Max.□
□

③対応規格
・EN61326-1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 Industrial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EN/IEC　61326-1　Table 2)
④その他

ご承諾事項

　　　　　　　　インダストリアルオートメーションビジネスカンパニー　

当社商品は、一般工業製品向けの汎用品として設計製造されています。従いまして、次に
掲げる用途での使用を意図しておらず、お客様が当社商品をこれらの用途に使用される際
には、当社は当社商品に対して一切保証をいたしません。ただし、次に掲げる用途であって
も当社の意図した特別な商品用途の場合や特別の合意がある場合は除きます。
(a) 高い安全性が必要とされる用途（例：原子力制御設備、燃焼設備、航空・宇宙設備、鉄
道設備、昇降設備、娯楽設備、医用機器、安全装置、その他生命・身体に危険が及び
うる用途）

(b) 高い信頼性が必要な用途（例：ガス・水道・電気等の供給システム、24時間連続運転
システム、決済システムほか権利・財産を取扱う用途など）

(c) 厳しい条件または環境での用途（例：屋外に設置する設備、化学的汚染を被る設備、
電磁的妨害を被る設備、振動・衝撃を受ける設備など）

(d) カタログ等に記載のない条件や環境での用途

*(a)から(d)に記載されている他、本カタログ等記載の商品は自動車（二輪車含む。以下同
じ）向けではありません。自動車に搭載する用途には利用しないで下さい。自動車搭載
用商品については当社営業担当者にご相談ください。

*上記は適合用途の条件の一部です。当社のベスト､総合カタログ､データシート等最新版
のカタログ、マニュアルに記載の保証･免責事項の内容をよく読んでご使用ください。

ｖ 2014年7月A

●その他のお問い合わせ
納期・価格・サンプル・仕様書は貴社のお取引先、または貴社
担当オムロン販売員にご相談ください。
オムロン制御機器販売店やオムロン販売拠点は、Webページで
ご案内しています。

●製品に関するお問い合わせ先
クイック オムロン

0120-919-066
　■営業時間：8:00～21:00　　　■営業日：365日

●FAXやWebページでもお問い合わせいただけます。

携帯電話・PHS・IP電話などではご利用いただけませんので、下記の電話番号へおかけください。

電話 055-982-5015（通話料がかかります）

お客様相談室

 FAX 055-982-5051 / www.fa.omron.co.jp

ACアダプタ(※1，※3)

付属のACアダプタと電源コードが、ご使用の地域の規格に適合していることを
ご確認のうえ、ご使用ください。

※３ ZJ-FA20□□-DにはACアダプタは付属されておりません。



●关于警告标签
请用户根据实际需要，将贴于主体上的警告标签换成附属的相应语种标签。

ZJ-FA20□
静电消除器

使用说明书
非常感谢您使用本产品，使用时请务必遵守以下内容。
·请让具备电气知识的专业人员实施操作。

·请在阅读并理解本说明书的基础上正确使用。

·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以备随时查询。

欧姆龙株式会社

安全上的注意点

安全方面的要点

使用方面的注意点

以下项目在确保安全方面非常重要，请务必遵守：

①关于使用环境

・请不要在易燃、易爆环境中使用。

・为确保操作、保养的安全性，请在使用时远离高压或动力机器。

②关于电源、配线

・

・

请不要使用超出额定范围的电压。

关于AC适配器
请务必使用附属AC适配器。

・请将高压线与电源线分开配线。使用同一配线或者使用同一配线槽时，会

由于感应电流引起误动作或者产品损坏。

・请在关闭产品电源再拔掉电源连接器，否则可能造成产品损坏。

④其他

・请不要擅自拆卸、修理以及改造本产品。

・请不要用手直接接触放电针。

・请在废弃时以工业废弃物进行处理。

为防止本产品不动作

③对应规格
・EN61326-1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 Industrial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EN/IEC　61326-1　Table 2)

、误动作以及避免对产品性能、功能产生不良影响，请遵

守以下要求：

①关于使用场所

请不要将产品使用于以下场所中：

・周边温度超出额定范围的场所

・周边湿度超出额定范围的场所

・有腐蚀性、可燃性气体的场所

・存在有灰尘、盐分、铁屑的场所

・会直接受到振动或冲击的场所

・阳光直射的场所

・有水、油、化学药品碎末飞溅的场所

・有强电磁、强电场干扰的场所

・密闭环境

②关于电源及配线

・电源有浪涌时，根据环境需要请连接浪涌吸收器后再使用。

・ FG端子请务必接地。若在不接地情况下使用时可能会导致离子平衡失调。

③关于保养检查

・放电针积尘后会导致离子量降低或者是离子平衡失调，故需要对放电针进

行定期清洁。

・对放电针进行清洁或更换时，请务必在关闭电源1分钟以上后再实施操作。

・请使用乙醇或异丙醇对放电针进行清洁，不要使用稀释剂、汽油、丙酮、
灯油类液体。

●警告标志的意思

警告

●警告标志

如果不正确使用本产品，有可能会引起轻度、中度人体
伤害，严重时还可能会导致重伤或死亡，也可能会产生
重大的物质性损害。

将主体用螺钉固定使用时，因螺钉松动及振动或者主体自身重量

而有可能会导致主体掉落，请采用M5螺钉紧固本产品。

如果使用于密闭空间的话，会由于产生的臭氧无法排散出去而对

人体有害。

请在可换气环境中使用本产品。

在主体内部风扇停止旋转前打开面板、并将手伸入内部会割伤人

手。因此在对放电针进行清洁或更换时请务必关闭电源、并确认

风扇停止转动后再打开面板。

■ 概要・特征

・

本产品是一种将带静电物体中的静电进行中和的装置。使用DC高压电晕放

电将空气离子化，再通过风扇将离子吹附于带静电物体上。

■ 额定值/性能
●主体

■ 设置
面板内侧的金属圈状物就是离子平衡检测器。当本产品周围约 150 mm

・为确保性能,吸入口与其他机器设备或墙壁要保持60mm以上空隙。

以内存在带电物时，离子均衡性就有可能会无法控制，因此请不要让带

电物靠近本产品。

8

注意

注意

如果不正确使用本产品，有可能会引起轻度、中度人体
伤害或者重大的物质性损害。

主体内电路部分有水滴进入时可能会引起线路短路并造成燃烧。

因此请不要在易结露等高湿度环境中使用。

警告

■ 操作方法
①确认各部位的连接及设置是否正确。
②将电源开关打开。
③根据需要通过离子平衡调整旋钮、风量调整旋钮进行调节。对离子平衡

④当不需要运转时，请关闭电源开关。
进行调整时，需要充电板监视器等测定仪器。

1.4 3～2.3m /min.3m /min.

0.01ppm以下

高压输出指示灯：ION(黄色)   电源指示灯：POWER(绿色)
清洁指示灯：CLEANING(橙色)

自动离子平衡调整功能，
风量调整功能，手动离子平衡调整功能

主体：ABS  放电针：钨丝  支架：SPCC
使用说明书(本纸)、AC适配器(※1，※3)、
FG连接用导线(2m)、警告标签(2种)

(在开放空间、距离出风口50mm处测定，风量最大时)

动作时、保存时：
(无结露、结冰)

0～+50℃

动作时：        RH　保存时：
(无结露)

35～65% 35～85 %RH

※1 请在确认附带的AC适配器和电源线适用于所用地区规格后再使用。
※2 出厂时的代表值
    测定条件：距离300mm、出风口中央、风量最大
    除静电时间：从±1000V到±100V的时间
    离子平衡测定时间：10Sec
    充电板监视器：150 x 150mm、20pF
※3 ZJ-FA20□□-D未附带AC适配器。

型号
项目 0□2AF-JZ

电源电压

消费电流

放电电压

放电方式

除静电时间※2

离子平衡※2

臭氧浓度

指示灯

主要功能

周围温度

周围湿度

重量(包装状态)

材质

附属品

风量(       )

 900mA  Max.(从附属AC适配器输入)
 kV7±

10± V以下

1.2秒(0.8秒：无过滤片时)

可变DC

V42CD

约 2.0kg

■ 检查及清洁
请定期进行清洁。

请务必在关闭电源1分钟以上后再进行清洁操作。。

①放电针以及内部的清洁

・确认风扇停止后，请打开面板。

・请在棉棒等上面浸上酒精后擦拭放电针头部积污染物的地方。

・每 3~6 个月拆除一次放电针，并建议使用超声波清洗。

・请对空气入口、风扇以及面板等空气流通部位也进行清洁。

②放电针的拆除/安装

・ 拆除放电针时要用扁嘴钳夹住需要更换的放电针，然后将其拔出。

・ 安装放电针时也同样需要用扁嘴钳等将放电针插入。

* 请不要触碰放电针头部。划伤或歪曲放电针的话会导致产品性能下降。

*
*

*

*

*

*

请使用本公司指定放电针以维持除静电效果。
更换放电针后，请通电12小时后再使用本产品。

③空气滤清器的清洁

・将空气滤清器外框拆除后，用吸尘器除去内部滤清器上的灰埃。

如果在清洁后产品的性能并没有恢复时请更换放电针以及空气过滤片。

(请务必使用本公司指定的以下型号产品)

选购件(另售)

放电针
Z J 9 - N D T 0 6 F N 1 ( Z J - F A 2 0 用、 6 根装 )

Z J 9 - F L 1 2 0 N 1 ( Z J - F A 2 0 用、 1 0 张装 )
空气过滤片

即使是在颗粒很少的净化室中，混杂在空气中的瓦斯会通过放电针头部

发生的电晕放电而粒子化，然后附着在放电针的头部，一旦达到一定的

量就会飞散开来。而因飞散的颗粒对产品有损害时就必须进行清洁。
隔板或滤清器滤纸材料中含有硅胶密封剂，长期使用后，因电晕放电而

粒子化后也有可能会附着在放电针上，此时也需要对放电针进行清洁。
清洁周期因用户使用环境的不同，放电针被污染的程度会有不同，请用

户自己判定。

■ 各部位的名称・功能
①面板

保养时可进行拆除。

②电源开关

产品启用或关闭。
③电源指示灯(POWER)
电源接通时，LED点亮。

④高压输出指示灯(ION)
高压输出时，LED点亮。

⑤清洁指示灯(CLEANING)
放电针被污染并需要更换时此灯点亮。

⑥风量调整旋钮(FAN SPEED ADJ)
根据风扇风量的使用情况可自由的进行控制。

(但是，风扇风量减弱时，除静电性能也会有所下降)。

⑦主体固定螺钉以及角度调节垫圈

可自由调节角度后进行固定。
⑧离子平衡调整旋钮(BALANCE ADJ)
用于离子平衡性调整用的旋钮。

本产品出厂时均为离子平衡性调整完毕状态。当离子平衡性有偏差时请

通过此旋钮进行调整(请用十字螺丝刀旋动旋钮)。为了进行离子平衡调

整，需要使用充电板监视器等测定器。
⑨FG端子

用于产品接地的端子。

请务必接地使用。

⑩电源输入连接器(DC-in)
用于连接AC适配器。
请务必使用本公司指定的 AC 适配器。

空气滤清器

防止外部灰尘等进入的过滤装置。

各部位名称图以及外形尺寸图请参看背面。

*

*

*

承诺事项
  本公司产品是作为工业通用品而设计制造的。因此，不适用于
以下用途，当本公司产品被使用于以下用途时，本公司不做任何
保证。但若是本公司特意为以下用途而设计、或有过特别协商的
情况下，可以用于以下用途。
a) 需要高度安全性的用途(例：用于原子能控制设备、焚烧设备、
  航空·宇宙设备、铁道设备、升降设备、娱乐设备、医用器、
  安全装置、或其他可能危及到生命·人身安全的用途)
b) 需要高可靠性的用途(例：煤气·水力·电力等的供给系统、
  24小时连续运转系统、决裁系统、或其他牵涉到权利·财产的
  用途)
c) 苛刻条件或环境下的用途(例：室外设备、易受化学污染的设
  备、易受电磁干扰的设备、易受震动·冲击的设备等)
d) 产品手册里未记载的条件或环境下的用途
*除上述a)～d)的记载事项，本产品手册等记载的商品不适用于机
动车(包括两轮车，以下相同)。请勿搭载于机动车上使用。机动
车搭载用商品请咨询本公司销售人员。
*以上是适用条件的一部分。详情请参阅记载于本公司最新版的综
合产品目录、使用手册上的保证·免责事项后再使用。

技术咨询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
      中银大厦2211室
电话：（86）21-5037-2222
技术咨询热线：400-820-4535
网址：http://www.fa.omron.com.cn

c 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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