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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防静电标准工作组

组织申请立项的《防静电工作台、座椅通用技术规

范》行业标准已经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文件号

工信厅科函【2019】126 号，文件名“关于印发 2019 年

第一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

计划号为 2019-0566T-SJ。

受工业和信息化部防静电标准工作组委托，防

静电装备分会秘书处将根据工信厅科【2019】126 号

文件要求，组织本行业标准的修订工作。

目前，秘书处已在静电行业会员单位内征集了

该标准的参编单位并筹备标准的启动会，8 月中上

旬召开标准启动会。

《防静电工作台、座椅通用技术规范》

行业标准立项获得批准

本刊讯 由防静电装备分会与上海市化学建材

行业协会地面材料及工程分会、上海谱邸地坪技术服

务中心 7.7 联合会联合举办的“静电防护原理与防静

电地坪技术专题培训班，于 6 月 14--16 日在上海捷

舟产业园培训中心教室开班，来自全国四十多家企业

近五十名学员参加了培训。

中国建材协会地坪行业分会副秘书长、技术委员

会主任、首席专家刘小欣，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地坪

分会副秘书长、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级防静电高

级检验员马敏生，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产

业防静电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蒋卫文高工、

SJ/T11294-2018《防静电地坪涂料通用规范》标准主

编单位上海阳森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工程师陈晖等专

家分别在培训班上为学员授课。

专家们对静电产生、静电危害、静电防护等内容

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对国际、国内静电防护技术的发

展与相关标准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对地坪静电的消

除、施工、维护进行了解析、讲授与实操训练。

通过专家的培训，学员们既增加了相关静电防护

知识，又学到了实际操作的技能，培训的内容深受学

员的欢迎。学员们说：过去我们做防静电地坪，只知道

如何做，但不清楚为什么要如此操作，现在通过培训

我们从原理上掌握了防静电地坪的工程要点，也方便

了与客户间的沟通，实在是受益匪浅。

上海阳森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杨传霞 供稿

静电防护原理与防静电地坪技术专题

培训班在上海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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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防静电装备分会

大事记

2009 年

◆4 月 13 日，分会在北京举办“防静电活动地

板基材技术研讨会”介绍推广白山人造板有限公司

产品。该公司总经理马德林到会并讲话。

◆4 月 22 日，分会在北京总后招待所组织召开

“防静电瓷砖技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中国电子工

程设计院、五洲工程设计研究院专家及行业内地板

厂家代表参会。

◆5 月 12 日，信息产业部电子信息司在京组织

召开电子基础行业管理座谈会。上级协会负责人出

席会议。会议要求协会协助做好项目库及专家库的

建立，同时做好行业经济运行分析及数据统计工作、

加强产品质量管理、规范和完善电子基础标准体系

建设等内容。

◆6 月，防静电通讯（3 期）发布“中国电子装备

行业发展调查”简报。对行业的产品结构和技术水

平、市场发展趋势、行业经济现状及对我国电子信息

产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9 月 16 日，分会主办、三威公司协办在北京

召开“国军标《防静电工作区技术要求》标准宣贯

会”。总后、总装、总参等部队系统的 20 余名代表出

席会议。会上，由该标准主要起草人孙延林进行了宣

讲。

◆9 月，国家标准《防静电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

规范》编制会议在上海安平静电科技有限公司召开。

作为参编单位，该公司工程师参会并提出建设性意

见。

◆10 月 12 日，分会在京召开专家审定会。对淄

博统一陶瓷有限公司申报的“防静电瓷砖地面铺设

工艺”项目进行了审议。

◆10 月 16-20 日，分会在厦门捷瑞公司召开

“2009 中国防静电装备行业年会”主讲人：黄子河，

主题：电子振兴规划与行业发展，主讲人：孙延林，主

题：国内外 ESD 标准体系及标准。

2010 年

◆2 月，分会发出“关于编辑出版《静电防护产

品与工程技术手册》的通知

◆3 月，根据工信部安排开展“质量兴业”活动。

4 月分别在北京、深圳召开座谈会，听取会员单位对

活动的意见。

◆5 月 19 日，“中国力威普防静电装备工业园”

落户江苏。江苏力威普防静电装备有限公司与江苏

省阜宁县益林镇政府正式在合约上签字，分会秘书

长孙延林出席签约仪式。

◆6 月 30 日，分会在白山市召开“硫酸钙板基

材技术研讨会”。

◆10 月下旬，分会秘书长孙延林、秘书长助理

吕军等一行为贯彻工信部提出的“质量兴业”活动的

要求。走访调研上海、常州部分会员单位。

◆10 月，分会进行会员单位清理摸底。对长期

不缴纳会费单位清理整顿。

◆11 月，分会组织部分企业在深圳参加第十二

届高交会。

◆11 月，分会组织了防静电采购样本的编辑工

作，近五十家企业参与了这项工作。

◆11 月 6-19 日，分会副秘书长王云龙、秘书长

助理吕军两人赴深圳、东莞地区走访会员单位，征

求行业内会员单位对开展品牌企业认定工作的意

见。

◆11 月 20 日,分会发出关于开展“中国防静电

协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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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品牌企业”认定工作的通知及实施办法，正式开

展品牌企业认定工作。

2011 年

◆1 月，分会与山东电盾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

作协议，合办《中国防静电》协会期刊，网站由山东电

盾科技有限公司维护运转。期刊编委会名誉主任：刘

洪昆；主任：孙延林；副主任：吕军 邱饴忠 编委：

姜立勋 瞿建邦 朱恒山 競宋 男 陈增久 刘清松 廖

志坚 庄晓荣 冯文宣 马敏生 翟铁英 任丽丽，期刊

法律顾问：罗家英（广东德崇律师事务所）。

◆1 月，分会与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副总经理

陈雯海及所属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经理杨

雪梅首次会晤洽谈合作事宜。

◆1 月、分会开展对《中国防静电装备品牌企

业》认定工作实质性操作阶段培训考试现场核查员，

进行笔试考核，合格者通过后获得现场核查员证书，

必须持证方可到申请品牌企业现场核查，核查结果

将报呈品牌企业认定工作领导小组。

◆1 月，开始对申请品牌企业进行现场核查工

作，首批现场核查四个企业。秘书处召开品牌企业认

定工作会议进行总结，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正意

见，并在首期期刊发表专论。

◆2 月、分会召开秘书处工作会议，确定本月继

续对申请认定品牌企业开展现场核查工作，本月现

场核查一个企业。

◆2 月，秘书处换届工作做准备，确定第四届工

作报告由秘书长孙延林负责，财务报告由办公室主

任陈增久和财务吴秀婷负责，并开始对换届人选提

出征求意见征询函。

◆2 月，讨论确定清理长期未缴费及因倒闭转

产、不参加协会活动会员单位 100 余家名单。

◆3 月，根据工信部工科[2010]第 134 号文件，

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导并编写的《防

静电工作服及织物通用标准》，《防静电工作服及织

物通用标准》标准号为 SJ/T11412-2010 正式得到

批准。

◆3 月，继续开展申请品牌企业的现场核查工

作，本月现场核查申请品牌认定的 12 个企业。

◆3 月，秘书处召开首期期刊总结会议，对首期

《中国防静电》期刊内容详细分析并提出今后办刊方

针及审批审查发行等工作程序。

◆3 月，分会邀请部分认定品牌企业专家组成

员进行认定程序的讨论和确定。

◆4 月，组织《中国防静电装备品牌企业》认定

工作，经《中国防静电装备品牌企业》专家组严格认

定，对通过现场核查 16 个申请品牌企业最终确认为

14 个（以下企业排名不分先后）：1.江苏美亚新型饰

材有限公司 品牌产品防静电三聚氰胺贴面板（HPL）；

2.江阴市宏创建材有限公司 品牌产品防静电PVC贴

面板；3.常州金海防静电地板公司 品牌产品PVC 贴面

板；4.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产品防

静电无尘服 工作服 离子风静电消除器 无尘檫拭

布；5.山东电盾科技有限公司 品牌产品防静电陶瓷

砖；6.厦门市捷瑞静电设备有限公司 品牌产品防静

电无尘檫拭布；7.上海安平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品牌

产品模块式气流交流离子棒 台式外置电源直流离

子风机；8.上海阳森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品牌产品防

静电无溶剂环氧自流坪材料；9.上海加富橡胶制品有

限公司 品牌产品防静电橡胶板；10.湖北襄樊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品牌产品防静电橡胶板；11.沈阳沈飞民

品工业有限公司 品牌产品防静电活动地板（基材：

钢材）；12.江苏华东机房集团有限公司 品牌产品防

静电活动地板（基材：钢材 硫酸钙）；13.常州华通新

立地板有限公司 品牌产品（基材：钢材 铝材 硫酸

钙）；14.浙江三威防静电装备有限公司 品牌产品防

静电周转容器。

◆4 月，秘书处以通报方式对北京泽伟防静电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伪造协会《中国防静电装备工程

施工资格认定证书》一事进行严厉的处理并报呈协

会理事会。

◆4 月，分会秘书处分北方南方两大片分别征

求对换届工作报告、章程修改报告，以及提名人选征

求会员单位意见。

◆5 月，秘书处召开换届准备工作专题会议，全

协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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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人员参加，邀请邹勇、赵长明出席会议，审查工作

报告初稿，确定章程修改报告及第五届工作报告分

别由副秘书长刘清松、赵长明执笔撰写，提出新增选

副理事长、理事单位及秘书长、副秘书长人选名单并

发出意见征求函；

◆5 月，确定《中国防静电装备品牌企业》证书

及奖牌的设计和制作。制定宣传《中国防静电装备品

牌企业》的宣传方案并通过期刊网站进行专题报道。

◆6 月，第四届工作报告初稿通过并报呈部分

副理事长、理事单位征求意见，确定第五届换届工作

会议程序。

◆6 月 16 日，《防静电陶瓷砖》国家标准公布。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批准《防静电陶瓷砖》等 253 项国家标准于 2012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

◆7 月，针对期刊和网站现状提出新的宣传方

案，《中国防静电》期刊继续由山东电盾科技有限公

司协办，网站与 66 网合作，与 66 网合作加强协会官

方网站事项具体由赵长明负责操作并报秘书处，通

过后报理事会研究。

◆8 月，分会在苏州召开第五届换届工作理事

扩大会议，参加人员有孙延林、裴振华、高东波、戚占

春、刘清松、庄载荣、刘斌、孙卫星、陈增久、赵长明、

吕军。

◆8 月，秘书处准备换届工作会议相关文件：第

四届协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协会章程修改报告、

第五届换届组织机构名单、第五届协会工作报告。

◆8 月 29 日，在深圳召开第五届会员代表大

会，参会代表总计 66 名。会上，第四届秘书长孙延林

做工作报告，副秘书长庄载荣做第四届财务报告，副

秘书长刘清松做章程修改报告。会议分组讨论并提

出修改意见，会议选举产生新的组织机构。新当选的

第五届秘书处秘书长赵长明做了第五届理事会秘书

处工作报告。第五届代表大会圆满结束后举行了《中

国防静电装备品牌企业》的隆重颁奖仪式，获奖企业

与理事长孙延林合影留念。

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组织机构名单：

名誉理事长：刘洪昆

理事长：孙延林

副理事长：方荣 王大千 张慧军 孙留坤

副理事长单位：

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裴振华

江苏美亚新型饰材有限公司 孙新福

上海安平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孙卫星

厦门市捷瑞静电设备有限公司 陈燕存

山东电盾科技有限公司 袁国梁

江阴宏创建材有限公司 风建平

深圳市智政实业有限公司 高东波

中国瑞达系统装备公司工程部 范通川

沈阳沈飞民品工业公司 李国凯

金华天开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姜干

深圳市灿普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王玉兵

湖北襄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王剑峰

秘书长：赵长明

副秘书长：吕军 庄载荣 刘清松 邹勇

办公室主任：陈增久

专家委员会主任：孙可平

委员：王尧、蒋守雷、毛寿琪、姜立勋、瞿建邦、

高宏杰

分会顾问：王云龙 张宗汉

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姜立勋

主任：戚占春

副主任：宋竟男 刘清松

委员：马敏生、冯文宣、刘斌、蒋卫文、张建斌、庄

晓荣、蒋伟平、孙玉荣、孔万亿

常务理事：孙延林、方荣、赵长明、孙君同、孙留

坤、王大千、张慧军、裴振华、孙新福、孙卫星、陈燕

存、袁国梁、高东波、范通川、李国凯、姜干、吕军、邹

勇、庄载荣、刘清松、王剑峰、王晓东、刘文雄、孙世

度、侯北川、戚占春、沈敏、马敏生、缪云洁、凤建平、

翟铁英、薛长立、黄卫东、王春元、王玉兵

理事单位：

1、沈阳沈飞民品工业有限公司

2、天津市隆华机房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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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北友联机房设备厂

4、保定市正泰科技有限公司

5、中国电子基础产品公司

6、常州华通新立地板有限公司

7、浙江金华天开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8、莱州市华福机房材料有限公司

9、深圳市宏德雨实业有限公司

10、山东电盾科技有限公司

11、华东理工大学华昌聚合物有限公司

12、江苏华东机房集团有限公司

13、江阴市宏创建材有限公司

14、上海安平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15、常州汇丽活动地板有限公司

16、深圳和微宏防静电器材有限公司

17、厦门市捷瑞静电设备有限公司

18、东莞市普强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19、江苏美亚新型饰材有限公司

20、河北科华防静电地板有限公司

21、西安五龙飞机机房装饰有限公司

22、深圳市亨达洋静电技术有限公司

23、常州市华一防静电活动地板有限公司

24、苏州天华超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上海阳森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6、天津市馨山洁净技术有限公司

27、常州市良峰机房设备有限公司

28、深圳市宇浩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29、东莞市宏亿行贸易有限公司

30、浙江三威防静电装备有限公司

31、深圳市智政实业有限公司

32、湖北襄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3、常州金海防静电地板有限公司

34、上海华东电脑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35、常州市丽辉防静电材料有限公司

36、佳辰地板常州有限公司

37、深圳市意艾思科技有限公司

38、深圳市灿普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39、天津市万顺源机房设备有限公司

40、东莞市科园防静电设备有限公司

41、江苏力威普防静电装备有限公司

42、南通恒弘纺织有限公司

◆10 月，在北京召开新一届秘书处工作会议，

由秘书长赵长明主持，理事长孙延林指示讲话，会议

内容：1.整理完善会员登记表，完善协会秘书处工作

管理规章制度；2.强化协会宣传工作，决定由 66 网

协办协会官方网站，但前提与山东电盾科技有限公

司友善解除网站合作合约；3. 筹备成立标准化专业

委员会、产业联盟；4.招聘秘书处人员，加强与会员

单位及政府主管部门的联系；5.协调军口单位，为进

入军口业务对口的会员单位服务；6. 优惠会员单位

的员工培训管理规定；7.建立秘书处工作计划呈报理

事长、副理事长（含单位）的工作报告制度。

◆10 月 23 日，秘书长赵长明等一行到山东淄

博山东电盾科技有限公司调研、参观并就期刊、网站

事宜与副理事长袁国梁进行友善磋商并达成共识。

◆10 月，改组期刊编委会：名誉主任孙延林，特

邀顾问孙可平、张慧军，主任赵长明，编委：马敏生、

冯文宣、庄晓荣、吕军、陈增久、朱恒山、刘清松、孙玉

荣、 竸邱饴忠、翟铁英、宋 南、廖志坚、任丽丽，法律顾

问罗家英。

◆10 月，秘书长赵长明拜访工信部中国电子工

业标准化技术协会，就协会拟成立防静电技术标准

专业委员会和防静电与净化产业联盟进行实质性的

会晤洽谈。

◆10 月，秘书处发放新组织机构当选人员及单

位的任聘书和证件。

◆12 月，秘书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成立防静

电技术标准专业委员会及防静电与净化产业联盟事

宜，秘书长赵长明就此专题再次拜会政府相关主管

部门。

◆12 月，66 网站协办协会网站合作正式进入实

质性的操作阶段，66 网为协会制作了官方网站的网

页和设计待批。

◆12 月，分会与培训中心联合在常州地区对防

静电活动地板的会员企业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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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孙延林亲自授教。

◆12 月，分会下发了“关于重新启动《防静电无

尘擦拭布通用规范》制定工作的通知”。

2012 年

◆1 月 18 日，分会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中国

防静电装备品牌企业》的通知”。

◆2 月，分会与深圳市电子装备产业协会达成

合作协议。

◆2 月 28 日，分会下发了“关于调整三项资格

认证和中国防静电装备品牌企业认定工作组织机构

的通知。

◆3 月 28 日，分会下发了“关于邀请参编《防静

电无尘擦拭布通用规范》行业标准单位的通知。

◆4 月 25-27 日，分会组织会员单位参加“22 届

中国国际电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览会”。上海

安平静电科技有限公司等 12 家会员单位参展。会展

期间，组织了“2012 中国防静电产业高峰论坛”。孙

可平教授、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三

威防静电装备有限公司在论坛上演讲。

◆6 月 26-27 日，《中国防静电》杂志编委会在

京召开会议。总结交流办刊经验，研究制定改进措

施。

◆7 月 4 日，分会发出关于在《全军军事综合信

息网军民两用技术交流平台》网站推介协会会员企

业与产品的通知。该平台是全军唯一对社会开放的

军地连接的网站形式的新型机构，面对全军后勤、装

备部门及相关科研机构，解放军总后勤部司令部自

动化指挥站与协会双方商洽的决定：由协会推荐登

录《全军军事综合信息网军民两用技术交流平台》企

业，并严格把关，合作方式如下：

1、在《全军军事综合信息网军民两用技术交流

平台》上设立“防静电装备”窗口；

2、第一层链接是协会主网页，内容为：协会介

绍，防静电产品分类，企业和产品推介、防静电相关

标准、基本常识等；

3、第二层链接是副理事长单位、理事单位和获

得协会品牌认定及三项资格认定的企业；

4、第三层链接是企业的介绍和产品目录、产品

性能特点及可以公开的性价比参考基数等。

◆7 月份，根据杂志编委会会议决定《中国防静

电》杂志定位：“服务会员单位、拓展用户渠道”。为此

栏目设置、编排也相应作出调整，编排结构采用“大

板块、小栏目”的形式，板块和栏目设置如下：

一．“资讯”板块

此板块主要是反映本行业的宏观动态，包括国

内和国外防静电行业的最新资讯和报道，主要栏目：

◇行业资讯 及时反应静电行业国内外基本状

况和发展趋势，国外资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贸

促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提供，主要内容是欧美、日

本、韩国等先进国家的相关行业资讯。

二．“技术”板块

此板块主要是以防静电产业技术和应用为主，

包括防静电理论研讨，防静电技术的发展趋势，防静

电技术论坛，防静电技术与工程安装要求等主要栏

目：

◇应用与探索 防静电技术和防静电产品的应

用，静电防护国内外先进经验和技术产品的推介，静

电防护理论研讨等；

◇新品推广 国内外静电防护新产品介绍；

◇专家解答 对静电技术和静电产品及静电工

程中所产生的疑问请专家予专业解答。

三．“服务”板块

此板块主要是为会员企业服务，包括推介品牌

企业和企业领军人物，企业管理，典型案例，市场营

销等，主要栏目：

◇会员服务 协会新会员介绍，三项资格认证工

作，《中国防静电装备品牌企业》宣传，会员企业动

态，网站动态，协会活动通知等；

◇企业采风 以宣传企业为主，包括会员企业的

专题报道，会员企业重大活动的报道，现代企业管理

制度，优秀通讯员文稿评奖等；

◇领军人物 以宣传人物为主，重点推介企业明

星老板、企业英才等；

◇市场信息 沟通政府相关部门的网站及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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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将掌握到的需方信息及时反馈到会员企业，市

场产品营销策略等；

◇展会信息 与静电产业相关的展会信息。

四．“科普”板块

此板块主要是突出防静电知识的普及和用户对

防静电产品的了解，主要栏目：

◇静电与生活 静电在生活中的影响，静电产品

在生活中的应用和作用等；

◇静电与安全 静电危害的各种案例；

◇ESD 知识 普及 ESD 知识，介绍各类静电产

品的基本特点和作用等。

五．“政策”板块

此板块主要是介绍和理解政府的政策法规内

容。栏目设置：

◇政策法规 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企业

安全管理及应急方案等；

◇标准 介绍现有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

标准和准备申报的不同标准方案。

◆7 月，分会下发了关于协会组建《中国防静

电》通讯员队伍的通知。通知要求：各会员单位要予

以高度重视并亲自落实本企业通讯员一名，并规定

了通讯员具备的条件、通讯员应承担的工作、通讯员

培训制度、奖励制度等实施办法。

◆8 月 28-30 日，分会组织参加“第十八届华南

国际电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深圳市亨达洋

静电技术有限公司等十四家企业参展，“防静电技术

论坛”与展会同期举办。刘清松、侯鹏飞、黎晓光、李

焜全等人分别就不同主题参加演讲。

◆9 月，根据部队总后有关部门的要求，分会下

发了《关于“部队机房装修工程”推荐防静电产品》的

文件。重点对行业内 22 家优秀企业及其产品进行推

荐

◆11 月 12 日，“2012 静电防护与标准化学术交

流会”在京召开。分会理事长孙延林、副理事长范通

川、副秘书长邹勇、刘清松、庄载荣、质检中心副主任

宋竟男及分会 46 名代表参加会议。本次交流会由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美国国家标准协会、美国静电放电

协会主办。本分会为协办单位。交流会上，分会理事

长孙延林就推广 IT 防静电标准化、开展防静电职业

教育、走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以提升我国电子企业软

实力和竞争力等方面做专题发言。

◆12 月 10 日，分会就扩大协会会刊发行范围

发出通知：请会员单位根据本企业用户需求提供杂

志需求数量，由企业将杂志直接邮寄到用户，如需要

也可由协会直接邮寄。

◆12 月 18-19 日，分会组织召开《防静电无尘

擦拭布通用规范》标准启动会议，申请参加编写标准

的 9 家企业、防静电质检中心及部分专家出席了会

议。会议就确定参编单位和主编单位、确定编制进度

和预算及编写大纲拟定等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并达成共识。

◆12 月，分会对品牌认定工作进行总结并颁布

第二批十家《中国防静电装备品牌企业名单》：

1、深圳市灿普静电科技有限公司；2、深圳市亨

达洋静电技术有限公司；3、浙江金华天开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4、仙居县一远静电科技有限公司；5、浙江

科高静电科技有限公司；6、常州市华一防静电活动地

板有限公司；7 常州佳辰地板集团有限公司；8、常州

市向利防静电装饰材料有限公司；9、江苏华静地板科

技有限公司 10、东莞市德诚塑化科技有限公司

2013 年

◆3 月 18 日，分会在上海召开分会理事长办公

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理事长孙延林、副理事长王大

千、专家委员会主任孙可平。副理事长单位负责人：

冯文宣、高东波、姜干、范通川、王剑峰、孙卫星、陈燕

存、刘斌、孙新福马静东以及分会秘书长赵长明、副

秘书长邹勇、庄载荣、刘清松等领导。会上理事长孙

延林代表理事会作大会发言，秘书长赵长明作 2012

年度分会工作报告，副秘书长邹勇作协会财务报告。

与会代表对两个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并提出了许

多建设性意见。

会议期间，适逢“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会员企业参展，与会代表 3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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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赴展会参观了防静电主题专区，了解新产品、新材

料、新工艺并与参展企业共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

◆4 月 1-2 日，分会在上海召开《防静电无尘擦

拭布通用规范》第一次编制会议。参与起草的主编单

位、参编单位、业内专家及特邀嘉宾 20 余人出席会

议，会议由《规范》编写组专家刘清松主持。

◆5 月 17-18 日，分会组织的“ESD 工程师职业

资格”培训班在深圳举办。培训班由分会理事长孙延

林授课，会员企业近 30 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其中经

过考试的学员取得由工信部颁发的证书。

◆4 月 25 日，电子行业标准《离子化静电消除

器通用规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

布，6 月 1 日开始实施。该标准编号为：SJ/T11446

-2013.该标准由工信部防静电标准工作组组织，由

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安平静电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中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组成的编写组负责起草。

◆5 月 30 日，分会发出“第十九届华南国际电

子生产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览会”参会通知。该展会

将于 8 月 27 日至 29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 1 号馆举

办。

◆7 月 16 日，《防静电无尘擦拭布通用规范》第

二次编制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

◆7 月 17-18 日，2013 年度分会会员代表大会

在成都召开。会上，理事长孙延林发表了讲话，秘书

长赵长明作了分会 2012 年度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及

2013 年度工作计划，副秘书长邹勇做了分会关于修

改章程的报告。会员单位代表 60 余人出席会议。

会议通过了取消、调整相关理事单位、常务理

事、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成员、会员单位资格、通

过了专家委员会与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技术委员会

等项议题。会议期间，召开了技术委员会会议、期刊

编委会会议，并制定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技术委员会名单：

技术委员会主任：孙延林

副主任：刘清松、宋竟男

委员：王尧、姜立勋、葛自良、刘全桢、高宏杰、

庄晓荣、马敏生、冯文宣、刘斌、蒋卫文、张建斌、蒋伟

平、孙玉荣、孔万亿、管映亭

《中国防静电》期刊编委会名单：

名誉主任：孙延林

特邀顾问：孙可平、张慧军

主任：赵长明

副主任：邹勇

主编：张海萍

委员：马敏生、王大千、王晨曦、冯文宣、孙玉荣、

庄晓荣、刘清松、宋竟男、盖志芳、廖志坚、管映亭、翟

铁英

◆7 月 29 日，分会秘书处提出以下技术委员会

的工作计划：1、配合协会防静电标准化工作组做好

行标（SJ/T）《防静电无尘抹布》审定把关工作和其

它标准立项协助工作。同时在今年适当的时候，对防

静电标准的中期立项及选题开展一次技术讨论，确

定行业技术急需的或是较重要国标和行标的制定计

划；2、根据行业发展，配合秘书处针对有广泛影响的

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推广召开一次或两次用户研

讨会，开展技术交流和推广应用工作。拟研讨项目：

蜂窝复合新型高强度高架地板的应用与推广、新型

静电场测试仪研讨与推广；3、配合防静电职业教育，

编辑防静电高级工程师研修班教材和针对具体应用

的专题研习教材（接地、离子化等技术）；4、结合企业

需求，在行业协会网站设立专栏，对会员和用户单位

开展技术咨询和答疑工作，促进企业发展。以上工作

在秘书处统一协调和安排下进行，时间安排可考虑

在 2014 年上半年以前完成。

◆8 月 27-29 日，“第十九届华南国际电子生产

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分

会 12 家企业参展。展会期间，分会与贸促会电子信

息分会联合举办“2013 防静电技术论坛”。深圳市亨

达洋静电技术有限公司刘清松、信息产业防静电产

品质检中心廖志坚、苏州天华超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王荣刚分别就不同主题发表了演讲。

◆9 月 27-28 日，“防静电工程（产品）技术培训

班”在常州地区举办。此次培训主要针对地板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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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等相关单位开展的免费服务。分会理事长孙延

林授课，会员单位 48 名学员参加了培训班学习，其

中 44 名学员经考试合格，由协会颁发了《静电防护

技术资格证书》。

◆11 月 22 日，分会技术委员会工作会议在上

海光大会展中心国际大酒店召开。分会技术委员会

顾问孙可平、主任孙延林、副主任刘清松、分会秘书

长赵长明、副秘书长庄载荣、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所

刘建鹏以及分会技术委员会委员共计 16 名成员出

席会议。会上，与会委员审议了分会拟上报的三个立

项标准、中国防静电品牌企业实施细则的修订、防静

电产品的分类等项议题。

2014 年

◆3 月 15 日，分会理事会会议在北京众晶鑫酒

店召开。分会理事长孙延林、副理事长王大千、张慧

军、秘书长赵长明、副秘书长邹勇、庄载荣、刘清松以

及分会副理事长单位、理事单位共计 28 名代表出席

会议。会上，秘书长赵长明做了分会 2013 年度工作

报告、财务结算报告，副秘书长邹勇做了 2014 年度

分会工作计划报告. 会议还对其他相关议题进行了

讨论。

◆3 月，分会发出“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电子生

产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览会”参会通知。

◆4 月 14 日，分会秘书处召开办公会议，对

2014 年重点开展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安排。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一、品牌企业认定工作；二、筹备会员代表

大会；三、培训工作；四、标准制定工作；五、会员单位

管理工作；六、网站建设工作；七、期刊出版工作。

◆4 月，由工信部防静电标准工作组组织申请

立项的《电子产品防静电包装技术要求》行业标准，

获工信部批准立项。该标准计划号为 2014-0432T

-SJ，完成年限为 2015 年。

◆5 月 27 日，召开秘书处办公会议，重点讨论、

安排了协会下述工作：

一、关于行业标准《电子产品防静电包装技术要

求》启动工作

1、由质检中心负责收集、汇总有关防静电产品

包装材料国内外标准。于 6 月 10 日前完成；

2、由协会专家委员会负责评估该标准的编制难

易程度。于 6 月 30 日前完成；

3、由秘书处负责组织单位报名、吸收有影响的

企业参加标准制定工作。于 6 月 30 日前完成；

4、由标准化工作组负责制定该标准编制计划及

费用预算。

二、一级协会申请工作

1、目前已经与工信部有关部门联系接洽完毕，

下一步正式填报申请材料，并向民政部申报；

2、初步拟定一级协会名称：《中国电子静电行业

协会》；

3、初步提名一级协会秘书长由孙延林担任，并

请孙延林负责物色理事长人选。

三、全国静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申报工作进

展事宜

此项工作遇到了一些问题，目前处于半停滞状

态。本次会议上秘书处针对问题做了充分地讨论，并

经制定了下一步工作计划，由邹勇副秘书长负责协

调落实。

四、品牌认定工作

1.目前可发通知至会员企业；

2.品牌认定工作启动（报名时间：6 月初—7 月

底；初审、现场审核：8 月初—9 月底；专家评审、公

示：10 月初—11 月底；认定工作总结、表彰、颁发证

书：12 月）

3.实施细则做了调整，主要调整内容有两项：

(1)现场审核只记录审核结果，不做评判；

(2)现场审核员实行现场抽检封样。

五、积极做好 2015 年四月份协会换届准备工作，

做好组织、人员落实。

六、分会年会工作，定于 7 月中旬在山西太原召

开年会，由陈增久负责筹备及落实工作。

◆7 月 19 日，分会会员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

会员单位六十余名代表出席会议。会上，理事长孙延

林发表了讲话，上级协会秘书长方荣对分会 2013 年

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讲话，秘书长赵长明代表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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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作了分会 2013 年度工作报告及财务工作报告，中

国电子学会洁净技术分会秘书长王大千在会上以

《ESD 控制技术应用前景初探》为专题、理事长孙延

林以《国内外电子防静电技术与标准发展综述》为专

题分别进行了讲座，并组织与会代表进行了讨论。

秘书长赵长明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的三项

工作重点：第一、品牌建设工作；第二、标准化体系、

标准化工作的参编与立项；第三、一级协会的申办工

作，要求汇总各方面工作材料，并组建标准化工作组

委员会，争取今年申请成功。

◆8 月 14-15 日，分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电子

产品防静电包装技术要求》标准启动会议。工信部主

管电子标准的领导、静电行业专家、申请参加此标准

编写工作的 8 家企业、信息产业防静电质检中心及

防静电标准工作组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8 月 26-28 日，“第二十届华南国际电子生产

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于深圳会展中心举办。

会员单位参加此次展会的有：深圳市意艾思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灿普静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

尼奥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深圳市宇浩静电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市亨达洋静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爱拓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三威防静电装备有限公司、浙江科

高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金嘉乐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展会期间，分会举办了“防静电高峰论坛”。孙可

平教授以“新进展、新动向、新概念———管窥国际

ESD 防护研究”进行讲座；协会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刘

青松对“电子产品 ESD 包材及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

的剖析，并与听课人员进行互动共同讨论解决方案。

◆10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 第 63 号）批准

了由分会组织完成的《防静电无尘擦拭布通用规范》

行业标准（SJ/T11480-2014.该标准于 2015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3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 第 63 号）批准了

由分会组织完成的《防静电无尘擦拭布通用规范》行

业标准（SJ/T11480-2014.该标准已于 4 月 1 日起

实施。

◆10 月 14 日，“静电防护与标准化国际研讨

会”在上海召开。分会作为本次会议的协办单位，理

事长孙延林、副秘书长庄载荣莅临会议。信息产业防

静电产品质检中心总工廖志坚在研讨会上作题为

“防静电工作区检验标准使用中的几个问题”专题发

言。

◆10 月 23-24 日，分会在深圳组织召开了《电

子产品防静电包装技术要求》标准第一次编制会议。

参与标准编制的单位、用户及特邀专家 20 余人出席

会议。会议由标准的主编单位刘清松总经理主持。

◆12 月 9 日，“首届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质量高

峰论坛”在京召开。上级协会秘书长方荣、信息产

业防静电产品质检中心主任宋竟男、侯鹏飞应邀参

会。

◆12 月 11-12 日，《电子产品防静电包装技术

要求》标准第二次编制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标准

的主编单位 凊刘 松总经理主持。会上，承担起草工作

的信息产业防静电产品质检中心、深圳市亨达洋静

电技术有限公司，向会议提交了该标准第二稿征求

与会代表修改意见。

2015 年

◆3 月 4 日，分会对副理事长单位、理事单位发

出：“关于征集国标《洁净室及相关受控环境静电控

制技术指南》参编单位的通知”。

◆5 月 18 日，分会在京组织了《电子产品防静

电包装技术要求》标准专家审定会。来自高校、研究

所、生产制造企业、用户企业的 11 位专家，以及主编

单位深圳市亨达洋静电技术有限公司、执笔单位信

息产业防静电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代表共 19

人参加了会议。该标准通过了专家组的审定，将组织

报批。

◆5 月 26 日，分会在京召开了《防静电活动地

板通用规范》标准编制启动会。经九家单位自荐报

名，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主编单位为：常州华通新立

地板有限公司。沈阳沈飞民品工业有限公司等八家

企业为参编单位。

◆5 月 27 日，分会五届四次理事会会议在北京

万商花园酒店召开。上级协会秘书长方荣、分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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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延林、秘书长赵长明、副秘书长邹勇、庄载荣、分

会副理事长单位、理事单位、会员单位共计 38 名代

表出席了会议。

会上，理事长孙延林发表了讲话、秘书长赵长明

作了分会 2014 年协会工作总结、2015 年协会工作计

划；副秘书长邹勇作了 2014 年协会财务报告；理事

长孙延林作了协会前一阶段品牌认定工作的汇报，

并提出了下一步开展此项工作的具体安排。

◆7 月 4 日，分会向各副理事长、理事单位、技

术委员会成员发出征求意见函。征求重新修改的“中

国防静电装备品牌企业实施办法”及（中国防静电装

备品牌企业认定工作计划）。将根据提出的修改意

见，进一步完善该项实施办法。同时，为配合网络宣

传推广，分会对行业内的一些关键词进行了整理、归

纳，请进行审阅、筛选，如有要添加的请在后面进行

标注。

◆8 月 20-21 日，分会组织有关人员赴湖南醴

陵调研烟花鞭炮行业。应醴陵市烟花鞭炮总商会等

部门的邀请，分会及信息产业防静电产品质检中心

有关人员于 8 月 20 日至 21 日对醴陵市五家烟花炮

竹生产企业和专用生产设备企业进行调研。通过开

展技术交流、专题讲座和现场指导等方式，推动各企

业完善防静电措施，消除静电方面的安全隐患。醴陵

市委、市政府对此行极为重视，有关领导均出席了见

面交流会及专题讲座。当地媒体记者全程进行跟踪

报道，湖南电视台晚间新闻以“工信部专家现场支招

烟花爆竹企业静电防护”为题进行了播报。

通过调研，感到企业在静电防护工作方面存在

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并提出了八个方

面的问题及改进建议，已通过调研报告的形式提交

醴陵市有关部门。

◆8 月 25-27 日，“第二十一届华南国际电子生

产设备暨微电子工业展”于深圳会展中心举办。会员

单位参加此次展会的有：深圳市灿普静电科技有限

公司、深圳市尼奥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深圳市宇浩静

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亨达洋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三威防静电装备有限公司、浙江科高科技有限

公司。

◆10 月 20 日，分会对《中国防静电装备品牌企

业》申请企业网上公示。 按照《中国防静电装备品

牌企业》认定工作实施办法的要求，由品牌认定领导

小组委托现场核查员对 16 家品牌申请企业进行了

现场核查工作。公示时间为：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9

日。届时，公示的反馈意见及现场核查小组的核查报

告，将提交专家组进行认定审核，最终结果将按照程

序上报、批准、备案并予以公告。

◆11 月 6 日，“第四届静电防护与标准化国际

研讨会”在天津市召开。分会作为协办单位派人参加

了会议。

◆12 月 1 日，分会在京召开了第三次《防静电

活动地板通用规范》标准编制工作会。参与标准编制

的九家单位参加了会议。会上，主编单位常州华通新

立地板有限公司介绍了标准初稿（第四稿）的修改情

况，与会人员对涉及到的 13 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的讨论，并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年底前，标准编制

工作组将组织进行标准“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工作。

◆12 月 2 日，由分会组织开展的《中国防静电

装备品牌企业》认定工作，经专家考评组对 16 家企

业审核评定，最终确定行业内 15 家企业荣获《中国

防静电装备品牌企业》荣誉称号。以下按拼音首字母

排序：

1、常州华通新立地板有限公司 2、常州佳辰地

板集团有限公司 3、常州市华一防静电活动地板有

限公司 4、河北科华防静电地板制造有限公司 5、湖

北天力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江苏红日防静电

地板有限公司 7、江苏美亚新型饰材有限公司 8、莱

州市华福机房材料有限公司 9、山东电盾科技有限

公司 10、上海安平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11、上海加富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2、上海阳森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13、沈阳沈飞民品工业有限公司 14、依工斯诺科

恩静电（深圳）有限公司 15、浙江金华天开电子材料

有限公司。

◆12 月，为加强品牌企业的宣传推广力度，经

研究决定下一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未完待续）

协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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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论

在本刊 2019 年第二期“巨磁阻（GMR）记录磁

头 ESD 防护试验研究”文章中，介绍了巨磁阻

（GMR）记录磁头 ESD 防护试验研究的初步结果。

试验采用通常的二极管防护网络，对 GMR 记录磁

头进行磁失效与电阻失效开展试验，并对二者进行

了比较。结果显示，在试验条件下，磁失效电压的增

加，远小于电阻失效电压的增加。这个结果当然令人

遗憾，磁失效发生时磁失效电压戏剧性地改变。相应

的，电阻失效电压却没有发生对应的变化。尤其是两

个串联二极管的防护网络时，这一问题特别明显。

在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开展了 GMR 记录磁

头的 SPICE 模拟实验研究。将上文中流过 GMR 磁

头和二极管的电流，与 SPICE 电路模拟试验结果相

比较。模拟试验初步结果见下述。

2 SPICE 模拟试验

为了更好地理解并预测 GMR 磁头使用二极管

网络防护 ESD 之效果，我们进行了 SPICE 电路模拟

试验。所谓 SPICE 模拟，即为 SPICE（Sales Point

Information Computing Equipment 的缩写，直译

为售点信息计算机模拟 ），现在一般即指计算机电

路模拟试验。这种模拟，目前已超出原来售点信息模

拟的范畴，泛指使用某种模拟电路来进行某种目标

的试验。图 1 给出了 HBM ESD 模拟器的等效电

路，左边即为 HBM ESD 模拟器，右边为 GMR 本

身，单个防护 ESD 的二极管 D1 已标于图中。

图 1 SPICE 模拟等效电路示意图。左边为 HBM ESD 模拟器，

右边为 GMR，D1 为单个防护二极管

图 2 给出了 SPICE 模拟器施加于 40ΩGMR 传

感器（未加防护二极管）时 HBM 的电流瞬变曲线

图。穿过 GMR 磁头的峰值电流是 9.9mA。它与理

论计算值 9.7mA 很好的一致：（Ipeak=15V/1540Ω）。

上升时间是 4.2ns，模拟瞬变时间常数为 150ns。

图 2 由 SPICE 模拟电路产生的电流与 HBM 电压关系曲线

（VHBM=16V，GMR 电阻 40Ω）

图 3 给出了穿过 GMR 磁头传感器的电流（上

图）；二极管 D1 上的电压降（中图）；穿过二极管的电

GMR 记录磁头 ESD防护网络 SPICE

模拟试验研究
郭鑫 1，孙可平 2

1 海军军医大学（原第二军医大学），2 上海海事大学

【摘要】本文在巨磁阻（GMR）记录磁头 ESD 防护试验研究的基础上，将流过 GMR 磁头和二极管的电流相比较，开

展了 SPICE 电路模拟试验研究。揭示出防护网络所引起的磁效应与电阻效应之间的差距，是防护二极管本身的

非线性钳位性能所引起。结论是：严重的磁失效损坏是 ESD 防护二极管用于 GMR 磁头的主要失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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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下图）。 SPICE 模拟试验模型见图 1。在

VHBM=250V 时，流过 GMR 磁头的峰值模拟电流为

23.4mA；流过二极管的峰值电流为 133.8mA。模拟

电流峰值与实测值很相近：在 VHBM=250v 、GMR

磁头电阻 =60Ω、二极管为 1N914 条件下，分别为：

GMR 峰值电流实测值为 24mA，二极管电流峰值为

130mA。事实证明，实测值与模拟值高度一致。

图 4 给出了如参考文献[4]中图 2 试验配置时的

SPICE 模拟试验结果，竖坐标是流经 GMR 磁头的

电流，横坐标是 HBM ESD 电压，文献[4]中图 2 所

示的二个二极管背对背连接。请注意，图 4 的模拟值

与文献[4]图 7 的实测值也是高度一致。

图 4 SPICE 模拟试验结果（流经 GMR 的电流

与 HBMESD 电压关系曲线，试验配置见文献[4]中图 2）

图 5 给出了如参考文献[4]中图 4 配置的试验装

置的 SPICE 模拟试验结果，竖坐标是流经 GMR 磁

头的电流，横坐标是 HBM ESD 电压，[4]中图 4 所

示的四个二极管两两连接。请注意，此时 HBM ESD

电压为 150V，流经 GMR 的峰值电流已经翻倍。

图 5 SPICE 模拟试验结果（流经 GMR 的电流

与 HBMESD 电压关系曲线，试验配置见[4]中图 4）

3 讨论

正如所预期那样，防护二极管及其防护网络，既

增加了 GMR 的压降幅值，又增加了 HBM 的失效

电压。例如，单个二极管增加了磁失效电压，从 28V

增至 300V，增加系数为 10.7。但是，二个背对背二

极管增加了磁失效电压，从 28V 增至 50V，增加系数

为 1.8。附加另一个二极管戏剧性的减少了磁失效

的防护效应。相反，电阻失效电压却大幅度增加了。

对磁失效损坏与电阻失效损坏引起的防护等级

的巨大差异，并非我们所希望的。如果因为引入二极

管防护导致磁损坏阈值超过预期，那么，最可能的结

果将是严重的磁损坏而电阻未改变。这种显著的差

异，表示磁损坏发生的范围比较狭窄。

4 结论

可以得出的结论为：当二极管及其网络用于

GMR 记录磁头防护时，既可能增加 GMR 的压降幅

值，有可能增加电阻失效电压。但是，电阻失效电压

的增加大大高于磁失效电压。因此，配置二极管防护

的 GMR 会使磁失效率 MFR 大大降低。这种状况是

非常不理想的。MFR 越低，磁损坏为主的失效状

况可能性就越高。尤其参考文献[4]中（下转第 31 页）

图 3 SPICE 模拟试验结果（VHBM=250V，防护二极管见图 1）

上图：GMR 电流曲线；中图：二极管电压；下图：二极管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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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和概述：

人体静电放电是引起静电危害如炸药和电火工

品发生意外爆炸或静电损坏的最主要和最经常的因

素，近年来石油、化工、天然气、橡胶、粉末、印刷、涂

料、造纸、烟花爆竹、农业分粉体、煤矿、冶金、船舶纺

织等易燃易爆等行业的企业已经累计发生超过 30

多起因静电造成的火灾爆炸事故，给国家和人民带

来无法恢复的巨大损失。见表 1.1。

也因此对静电安全防护进行深入研究也日益得

到大家的认同。同时也建立了很多 ESD 模型，如

HBM、MM、CDM 等。近年来各行业根据自身的特

点及物质的不同性质，进行了进一步建模，如针对电

火工品建立了静电发火数理模型；在粉体静电爆炸

与防护研究方面，瑞士 CIBA 给出了正确评价粉体

静电放电危险性的定量数据；在静电防护研究领域，

用混沌理论解释在静电起电、放电过程中的非线性

新型纳米材料防静电鞋在易燃易爆场所中的

应用研究
沈浩 *，肖培玉，王晓东 *，王闻天

上海君江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华东理工大学华昌聚合物有限公司

【摘要】由静电放电引起的安全事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失；本文结合一种可在鞋底内置新型纳米导电

材料的技术，经过试验设计及实际效果验证，制作出了低起电、低电阻、静电泄露耗散及时、低电荷态、防静电

性能不随时间温度湿度及使用场所变化、具备高信赖性、稳定性，同时提高鞋底耐磨及耐曲折性能的防静电

鞋；与现有市场主流的添加离子型防静电剂的鞋子相比，在现行防静电体系中其他元素不变更情况下，结果显

示，添加纳米导电材料的新型防静电鞋可显著降低由人体静电放电而引起的放电火花能，促进静电安全，降低

石油、化工、天然气、橡胶、粉末、印刷、涂料、造纸、食品、医药、火药、煤矿、冶金、建筑、舰艇等行业中涉及易燃

易爆因素的静电安全事故，降低生命及财产安全损失。

【关键词】静电安全；放电火花能；新型防静电鞋；低电阻；纳米导电材料；

Safety accidents causedbyelectrostatic dischargehavecaused serious losses to the country andpeople. In this pa-

per，anewnano-conductivematerial technologywhichcanbebuilt inthesoleof shoes iscombined.Throughexperimentalde-

signandactual effect verification，lowpower，low resistance，timely dissipationof electrostatic leakage，lowcharge state and

no anti-static performance are produced.With the change of temperature，humidity and place of use，anti-static shoes with

highreliabilityandstability can improvethewear resistanceand flexureresistanceof soles.Comparedwith theshoeswith ionic

anti-static agent，other elements in the current anti-static system remain unchanged，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ddition of

nanoconductors can improve the wear resistance and flexure resistance of soles. New anti-static shoes of electrical material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spark energy caused by human electrostatic discharge，promote static electricity safety，and re-

duce inflammable and explosive factors involved in petroleum，chemical industry，natural gas，rubber，powder，printing，

paint，papermaking，food，medicine，gunpowder，coalmine，metallurgy，construction，warshipsandother industries. Static

electricitysafetyaccident，reducethelossof lifeandpropertysafety.

electrostaticsafety；dischargesparkenergy；newantistaticshoes；lowresistance；nanoconductive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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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用时域有限差分法（（FDTD）等数值计算方法

研究 ESD 辐射场对复杂形体结构系统内部设备的

影响；在油轮防静电方面，上海交通大学的宫铁峰等

人建立了油轮静电模糊逻辑检测系统。

二、静电放电引燃引爆的原理

静电放电引发火灾和爆炸的的基本先决条件至

少有三个：①产生并积累起足够的静电积累，形成了

“危险静电源”，以至局部电场强度达到或超过周围

介质的击穿场强，发生静电放电；②危险静电源存在

的场所有易燃易爆气体混合物，并达到当下产生爆

炸的浓度极限 ；③静电放电火花能达到或超过易燃

易爆气体混合物的最小点燃能量，时间并且在毫秒

级别。通常可以将静电放电过程看作是一种绝热过

程。空气中发生的静电放电，可以在瞬间使得空气电

离、击穿，通过数安培的电流，并伴随着发光、发热的

过程，形成局部的高温热源。这种局部的热源可以引

起易燃、易爆气体的燃烧或爆炸。静电放电过程产生

的瞬时大电流也可以使得火炸药、电雷管、电引信等

各种电发火装置意外发火，引起爆炸事故。故只要控

制其中一个，静电危害便不会发生。

产生静电放电一般来说是由高电位引起的，从

而在带电体周围产生静电感应磁场，瞬间放电还容

易形成电磁脉冲，这些对周围的易燃易爆物品均有

极大的安全威胁。静电放电类型可分为大致可以分

为电晕放电、刷形放电、料仓堆表面放电、火花放电、

人体放电、传播型刷形放电等六种（见表 2.1）：

根据实验测定，一个带 9000V 静电的人放电能

量约相 当于 20mJ 左 右 ，而 雷 管 的 起 爆 能 为

2-10mJ，一般烟花药和黑火药的点火能更低。（见表

2.2）根据有关实验结果，身着化纤衣服和塑料底走

动的人可以产生 15KV 的静电电压，干燥季节甚至

高达 30KV，放电能量高于 50mJ，可以引燃热和火

药，最小点火能主要参照德国工程师协会 VDI2263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31 标准，长期以来从事粉尘

图 2.1 静电放电类型表

防爆工作的科学家们对最小点火能进行了测试及研

究，给出了参考值，至于具体各家要求需要自身准确

评定。（表 2.3）

三、控制静电的产生

3.1 静电产生的来源

国内很多外学者对物质和人体的静电起电机理

进行了研究，我们大致可简短的概括为，断裂、摩擦，

感应三个方面。ESD 模型主要分为 HBM、CDM，

MM 等模型。

人体所带的静电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人

体活动范围大，接触面积广，较容易与带电荷物体接

触或摩擦而带电；其次，人体对地之间的电容低（大

约为 150 pF）少量的人体静电荷积累就会造成较

高的静电势；再次，人体电阻较低，相当于良导体，当

人体处于静电场中也容易感应起电，并且人体某一

部分带电即可造成全身带电。因此，人体是产生静电

危害的最主要的静电源之一，人体的静电防护非常

重要。

无论静电导体对人体放电，还是带电人体对接

地导体放电，当人体的电容为 200pF 时，发生人体电

击伤害的闽值电位约为 1kV 见（表 3.1）

3.2 静电防护的原则

可以简化为三个方面：

（1）通过控制静电起电量，避免电荷积聚，以防

种类 发生条件 特点及引燃引爆性 

电晕放电 当电极相距较远时，带电体表面尖端或突出部位场较强处较易发生 引燃危险性较小，放电火花能量不大于 0.025mJ

刷形放电 带电量较高的静电非导体与导体间较易发生 引燃能力中等，放电火花能量不超过 4Mj 

堆表面放电 主要发生在容积≥100m 料仓中，粉体流速越高，绝缘性越好，越易发生 引燃能力强，放电火花能量可达 10mJ 

火花放电 主要发生在相距较近的带电金属导体或静电导体间 引燃能力较强，放电火花能量通常可以达到 1J

人体放电 带电人体与接地导体间易发生 引燃能力强，放电火花能量可达 10mJ 

传播型刷形放电 静电非导体的厚度小于 8mm，表面电荷密度≥0.027mC/m2 引燃能力很强，几乎能点燃所有爆炸性混合物 

 

表 1.1 2000-2005 年火灾及静电火灾统计

年份 电气火灾/次数 静电火灾/次数 静电占所有电气火灾比较/%

2000 24233 158 0.65 

2001 31933 6479 20.28 

2002 30954 6274 20.26 

2003 29741 6601 20.19 

2004 30356 7424 24.25 

2005 29448 8073 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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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人体行走带电表

图 1 火化放电

止形成危险静电源；

（2）通过使用静电小的物质，以降低一些工况、

场所的危险程度；

（3）通过增大电荷消散速率，以防止物质表面的

电荷积聚；

在实际生产中最为常见的静电类型为人体静

电，人体在活动与其他物体摩擦或接触的过程中，人

体便会携带静电电荷，如果获得的静电电荷比损失

的静电电荷数量多，静电电荷便不断在人体累积，人图 2 火化放电示意图

表 2.3 静电放电能量表

表 2.2 易燃物点火能量表

可燃气体 最低引燃能量（MJ） 可燃气体 最低引燃能量（MJ）

甲烷 0.28 环己烯 0.22 

乙烯 0.096 1,3-丁二烯 0.13 

乙炔 0.019 丁烷 0.25 

苯 0.20 丙烷 0.26 

乙醚 0.19 环氧丙烷 0.13 

氨 6.8 己烷 0.24 

二硫化碳 0.009 环氧乙烷 0.065 

氢 0.019 戊烷 0.28 

乙烷 0.25 丁酮 0.29 

 

放电火花点燃能力 
放电类型 

Eeq/mJ Eeρ/mJ 能点燃的可燃物最小点火能 Eig范围 

电晕放电 ≤0.025 ≤0.025 危险性较小，仅能引燃 Eig≤0.025mJ 的可燃气体、含能混合物 

刷形放电 ≤30 ≤3 可燃气体、可燃液体蒸气，Eig≤3mJ 的可燃粉尘及其杂混合物 

堆表面放电 ≤（1-9）×103 ≤10 可燃气体、可燃液体蒸气，Eig≤10mJ 的可燃粉尘及其杂混合物 

人体放电 ≤30 ≤30 可燃气体、可燃液体蒸气，Eig≤30mJ 的可燃粉尘及其杂混合物 

火花放电 ≤103 ≤103 可燃气体、可燃液体蒸气，Eig≤1J 的可燃粉尘及其杂混合物 

传播型刷形放电 ≤（1-9）×105 ≤104 能点燃所有的可燃气体、可燃液体蒸气，可燃粉尘及其杂混合物 

 

体静电电位不断升高，静电电荷移动便会产生静电

电流形成静电放电。

人体静电是静电危险场所中最主要的危害源

之一，具有随机性、不确定性，移动性等特点，所

以，可以说人体静电是静电防护工程中非常重要的

环节。 人体静电防护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一般包

括人体服装防护、环境防护和接地防护三个方

面。人体接地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采用防静电

（或导电）地面，铺设导电性地毯或地垫，穿戴防

静电鞋、防静电鞋垫、防静电袜，佩戴防静电腕带

和脚带等。

防静电鞋是人体静电防护中泄放操作人员人体

静电电荷的最有效和最可靠的一环。穿戴时，配合使

用防静电袜、防静电脚筋带、防静电地垫等形成组

合，通过使人体与大地相“连接”即“接地”，以达到静

人体电位（V）
活动过程 

温度 

（℃） 

相对湿度 

（%） 单脚立 双脚立

快步 40m（塑料鞋） 25 59 -2500 -1500

用干抹布抽掸油漆桌面 24.5 55 4200 2800

用干抹布抽掸胶板表面 25 59 3400 2200

掀动胶板台面 25.5 64 -3100 -1700

快步 15m（塑料鞋） 25 59 -1060 -690

快步 20m（塑料鞋） 25.5 64 -1500 3000

用干抹布抽掸人革椅面 25.5 64 4000 -760

快步 5m（塑料鞋） 25 59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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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释放的目的，成功控制人体静电电荷对生产线路

和人体不良影响。鞋、袜，垫是人体静电接地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果鞋袜对地电阻较小，并配合防静电地

面，就可以保证人体活动时能够通过鞋袜和导电性

地面将产生的静电泄漏到大地，从而达到消除静电

危害的目的。我国国家标准 GB4386-95 规定，防静

电鞋的鞋底电阻值为 1E5-1E9Ω（国内一些企业已

经将标准调整至≤35 MΩ）电鞋的鞋底电阻值规定

不大于 1E5Ω。出于静电防护以及人身安全双层考

虑，对防静电鞋的电阻值不仅有上限要求，而且有下

限的规定。

J 公司通过在鞋底内置纳米导电材料的技术，

设计新型防静电鞋，通过实验验证，获得低起电，低

电阻，快速泄露及耗散静电累积并且本征导电，不依

赖于环境湿度，不受时间温度湿度使用场所的限制，

形成真正稳定可靠，高信赖性的低电荷态，最终降低

静电放电火花能，减小抑制静电安全事故的发生风

险，以补充现行传统离子型防静电鞋在易燃易爆场

所中静电防护的缺失和不足。

四、新型防静电鞋效果的实验验证

4.1 理论依据：

纳米材料导电浆，具有超高的比表面积和导电

性，导电网络结构更均匀，防静电性能稳定，不随时

间、场所、温度、湿度变化，实现基体材料永久防静

电、导电功能。

图 3 纳米材料导电分布图（源自 J 公司内部资料）

4.2 实验方案

鞋底料实验配方如下：

实验载体，下图中的安全鞋 防护鞋 职业鞋

图 4 测试产品照片（源自 J 公司内部资料）

实验测试 行走电压测试（ANSI-ESD S20.20）

ANSI-ESD S20.20

4.3 实验结果

表 4.1 测试实验表（源自 J 公司内部资料）

 A % B % A 料 kg 发泡剂 g 催化剂 gg 凝胶剂 g 防静电剂 g 纳米导电材料 g 色浆 g 

现场防静电液 100 80-95 18 30-50 300-500 50-70 1500-1800  700 

新配方 100 80-95 18 30-50 300-500 50-70  1100-1200 700 

 

根据公式 W=CU2/2 产品大幅度降低最小点

火能

图 5 测试产品生产照片及测试方式图（源自 J 公司内部资料）

公式中： W—静电能量，mJ

C—静电容量，pF

U—带电电位，V

按照国际电工常规数值，设置人体对地电容 C

为 300pF，人体实际走动电压 17V，则 W=0.04μJ

远小于常规点火能，避免火灾及爆炸 0.4mJ，有大

幅度改善。

J 公司运用新型纳米导电材料生产的防静电

鞋效果更好，用在易燃易爆场所更适合，更安全！

4.4 J 公司新型防静电鞋达成了如下效果（结论）：

①鞋独特的导电网络结构，更容易形成等电位，

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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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放电火花能大幅度降低，配合人体防护其他部

分，在易燃易爆场所中有效降低静电安全事故风险子

②走动电压低，U＜30V（市场目前产品＞100V），

低起电，不容易产生电荷积累形成静电放电

③鞋子可以做低电阻 5-6 次方（离子型 1E8—

1E11），静电泄露耗散及时 t＜0.02s，残余电荷少，不

容易形成高电位形成静电放电，降低静电放电花

火能

④防静电性能稳定，电阻波动低，不受时间、温

度、湿度，场所影响，适合干燥低湿度环境，尤其北方

冬季室外作业。清洗后电阻不变。

⑤永久防静电，寿命与鞋子寿命相同，且提高子

鞋子使用寿命

⑥不出黑，不掉黑，耐磨提高 60%，耐曲折提高，

更耐黄变

⑦无离子析出，洁净度高，目前产品有阴阳离子

析出

⑧防静电总和成本无明显增加，使用过程简单，

可减少催化剂乳化剂色浆的使用量

五、结论和建议

防静电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系统方案及设计，

防静电鞋是易燃易爆场所中必备的用品之一，J 公

表 4.2 测试结果表（源自 J 公司内部资料）

 典型值 技术规格 执行标准 

点对接地端电阻（Ω） 5.6E5-1.7E6（RH 12±3%） ＜1E9 ANSI-ESD S20.20 

走动电压（V） 17 ＜100 ANSI-ESD S20.20 

鞋底耐曲折（mm） 0 ＜4.0 

鞋底耐磨（mm3） 86-122（0.39-0.44 g/cm3） 密度≤0.9g/cm3，体积损失≤250 

抗刺穿力 √ 可承受 1100N 

抗冲击性 √ 可承受 200±4 J 

耐压性 √ 可承受 15±0.1 KN 

ISO 20345:2011 

GB 21148：2007 

 

图 6 测试结果照片（源自 J 公司内部资料）

技术应用
Technology Application

23



中国防静电 JOURNAL OF CHINA ESD CONTROL

司置入纳米导电材料的新型防静电鞋能具有低起

电、低电阻（1E4-1E7），静电泄露耗散及时、容易形

成低电荷态，有效减少或消除人体携带的静电，同时

其性能不随使用时间温度湿度场所改变而明显变

化，具有高信赖性、安全可靠、更低风险，降低人体静

电放电导致的静电事故的发生几率。

在涉及具体应用行业时，需要根据应用场景的

需求，进一步进行产品的优化，在实际应用中进一步

优化，同时推广到防静电体系中其他产品，促使相关

系统提高稳定性、靠靠性，信赖性，共同降低静电事

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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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机械组件表面洁净技术

根据组件对洁净度不同的要求，结合组件的

结构，发展了多种洁净清洗技术，主要有以下几

种：

4.3.1 精密擦拭技术

精密擦拭是最常用的洁净清洗技术，可有效去

除分子态污染物和大于 30μm 的颗粒污染物。通常

采用酒精与异丙醇的混合溶液擦拭，必要时再辅以

高温烘烤进一步去除有机污染物。

4.3.2 高压喷淋清洗技术

高压喷淋清洗可有效去除光滑表面的有机污染

物和大于 5μm 的颗粒污染物，适合于大型箱体内

表面粗清洗和精密清洗，机械模块的粗清洗等。研究

了不锈钢表面和铝合金表面高压喷淋清洗工艺，研

究了清洗温度、清洗压力、清洗角度和清洗次数等对

清洗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 19 所示。

结果表明采用 65℃的水温，15MPa 至 17MPa

的压力，喷淋清洗 4 次可获得要求的表面洁净度。

（a）高压喷淋清洗有效区域 （b）去除力与水压和颗粒尺寸关系 （c）不同尺寸颗粒的范德瓦耳斯力

（d）喷淋温度优化 （e）喷淋次数优化

图 19 高压喷淋清洗清洗工艺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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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超声波清洗

超声波清洗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精密清洗手

段。它利用超声波在液体中产生的空化气泡爆裂，瞬

间提供强大的射流，去除表面的颗粒污染和油污染。

超声波清洗的效果主要有超声波的频率和功率确

定，其中频率影响更大。低频超声波产生的空化气泡

较大，边界层厚度也较大，不能去除微小的污染物，

同时还容易引起元件表面损伤。而频率较高的超声

波的边界层厚度和空化气泡较小，可有效去除小尺

寸污染物，但无法去除大尺寸污染物。因此，采用

40kHz 至 270kHz 的七频超声波清洗，以去除

0.5μm 至 5μm 的颗粒污染物。超声波清洗的原理

如图 20 所示。

(a)清洗频率与去除效果 (b)清洗频率与元件损伤 (c)清洗原理

图 19 超声波清洗原理示意图

5.洁净检测与监测研究进展

5.1 表面颗粒污染物检测技术

5.1.1 直接检测技术

最常见的表面颗粒污染物检测技术是目视检

测技术，在强光灯的照明下，产生散射。对光滑表

面，可分辨 0.5μm 的颗粒污染物。用 CCD 代替人

眼可定量检测颗粒污染物，制成暗场成像检测设

备，如图 20 所示。但由于不同性状的颗粒物对光的

散射不同，因此，对小于成像分辨率的颗粒，只能记

录个数，不能给出准确尺寸。通过扫描测量，可定

量给出粒径大于 5μm 的颗粒污染物的粒径和数

量。

（a）暗场成像监测原理 （b）暗场成像监测设备 （c）暗场成像监测效果

图 20 表面颗粒污染物暗场成像监测技术

5.1.2 表面取样检测技术

为了获得小于 5μm 的颗粒污染物的粒径和数

量，发展了两种取样检测方法。一是针对光学元件，

采用溶剂冲淋被测元件表面，用烧杯收集残液，再用

微孔膜过滤，用自动计数显微镜进行测量的方法。该

方法可测出大于 0.5μm 的颗粒污染物的粒径和数

量，但需测出取样率，如图 21 所示。受限于不同材

质、不同加工质量的表面取样率差异较大，该方法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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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针对特定的样品，经过严格定标后，才能获得定量

的数据。二是针对机械件，采用 Q-Ⅲ颗粒计数器进

行检测。Q-Ⅲ颗粒计数器的原理如图 22 所示，也可

以给出大于 0.5μm 的颗粒污染物的粒径和数量，

但同样受限于取样率。

(a)检测设备 (b)检测结果

图 21 表面颗粒物取样检测原理示意图

5.2 表面有机污染物检测技术

采用冲淋取样检测元件表面有机污染物，与颗

粒物取样检测相似，采用烧杯收集残液，在洁净的真

空烘烤炉中干燥，挥发溶剂，再称量残留物的质量，

可定量给出表面有机污染物的量，如图 23 所示。所

有的取样检测精度都受制于取样率。

5.3 污染监测技术

5.3.1 微纳光纤传感器

微纳光纤是指光纤直径小于单模光纤直径的光

纤，其芯径通常在 2～4 微米，需要通过特殊的工艺

制作。由于微纳光纤的直径小于单模光纤，光在里面

传播时会在其表面形成倏逝波，如图 24 所示。利用这

一特点，可制成多种传感器，统称为微纳光纤传感器。

（a）测量原理示意图 （b）表面颗粒计数器 （c）测量界面

图 22 表面颗粒取样检测原理

(a)取样 (b)收集液体 (c)洁净烘烤 (d)精密称量

图 23 表面有机污染物检测原理示意图

图 24 微纳光纤工作原理示意图

在其表面涂覆一层功能薄膜，可以针对不同的

气氛环境进行监测。针对激光装置箱体内部中微量

的有机分子态污染，涂覆一层与箱体内光学元件表

面同样的薄膜，当薄膜吸收了有机污染物后，会增

大光纤的损耗，这样就能进行环境中有机污染物浓

度监测。灵敏度可达 ppb 量级，动态范围可达30db，

可监测污染物随时间变化，其主要性能如图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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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声表面波传感器

声表面波传感器是在石英晶振镀一层膜，通过

晶振在其表面产生高频声波，当薄膜吸收有机污染

物后，会改变晶振的频率。通过探测频率的变化，可

以获得污染物的浓度。声表面波传感器及其监测效

果如图 26 所示。

（a）微纳光纤传感器 （b）分子态污染 （c）箱体内气溶胶变化

图 25 微纳光纤传感器及分子态污染物监测效果

（a）声表面波传感器 （b）污染物浓度与频率的关系

图 26 声表面波传感器及其监测效果

5.3.3 暗场成像监测设备

与暗场成像检测设备相似，利用暗场成像监测

表面颗粒污染物。采用长焦距镜头和高分辨率 CCD

摄像机，可实现 400mm 口径反射镜全尺寸监测，颗

粒污染物尺寸分辨率达到 10μm。暗场成像监测的

原理和装置上的布置如图 20 所示。

6.表面洁净维持技术研究

6.1 风刀吹扫技术

采用“风刀”技术可以吹扫光学元件表面的颗粒

污染物。根据实验结果，采用 0.6MPa 至 0.8MPa

的洁净空气，可在风刀出口处获得大于 70m/s 的风

速，对大于 30μm 的颗粒污染物去除率大于 95%，

可有效地保护镜面。图 27 为大口径反射镜风刀设计

图，为了使风刀去除的颗粒不再沉积在元件表面，在

出口处采用了吸附装置。

6.2 激光清洗技术

激光清洗的原理如图 28 所示，当脉冲激光照

射到被清洗表面时，基底或污染物吸收激光，瞬间

产生很高的温度，通过热膨胀在极短的时间（10-8s）

产生极高的加速度（109m/s2）[8]，克服污染物与基底

之间的范德华力，使污染物脱离。由于介质膜对

1064nm 的激光高反，因此选用污染物强吸收的清

洗工艺。

元件的介质膜对使用的清洗激光具有很高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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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率和较高的激光损伤阈值，通常反射率大于

99.8%，损伤阈值大于 30J/cm2。但由于表面存在污

染物，会大大降低膜层的损伤阈值，使激光清洗对特

别大或特别小的颗粒去除效果有限。首先测试了反

射镜膜层的损伤阈值、污染物诱导损伤阈值和清洗

阈值，如图 29 所示。

(a)风刀设计图 (b)去除效果测试

图 27 大口径反射镜风刀设计及去除效果测试

（a）基底强吸收型 （b）污染物强吸收型

图 28 激光干式清洗原理图

（a）污染物诱导膜层损伤阈值 （b）清洗阈值与膜层损伤阈值的关系

图 29 介质膜元件激光清洗工艺参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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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9 可知，激光清洗适合于较小的颗粒污染

物。对尺寸过大的污染物，在清洗过程中有可能造成

膜层损伤。应用精密擦拭和激光清洗相结合的手段，

可去除介质膜元件的表面污染。采用组合式清洗工

艺，可有效去除大于 1 μm 的颗粒污染物，清洗后

的元件表面洁净度达到 ISO SCP 5 级以上。

7.表面洁净与环境控制

在高功率固体激光装置中，由于光学元件需长

时间稳定运行，环境控制也是表面洁净控制必须要

解决的难题。在中国电子集团第十设计院的指导下，

我们与苏州嘉合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共同

研制适合光学元件处理的 ISO1 级洁净环境，为研究

表明洁净度与环境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图 30 ISO1 级洁净室及室内的主工艺设备

ISO1 级洁净室如图 30 所示。整个洁净室置于

ISO6 级环境中，采用苏州华泰空气过滤器有限公司

的超高效过滤器（采用 U17 滤纸）实现环境洁净。经

检测，实验室达到了静态 ISO 1 级，动态 ISO3 级的

洁净度。为下一步研究表面与环境的关系提供了基

础与保障。

8.结束语

“超洁净制造”的本质是将洁净纳入制造的全流

程进行控制。传统的制造理论是以精度为目标，发展

新的制造技术，优化制造工艺。“超洁净制造”则是在

传统制造理论中加入了洁净控制的要素，将洁净也

作为一个目标，与精度一起进行优化，这也是产品精

度达到一定要求后的必然选择。本文以高功率固体

激光系统为例，系统阐述了以光学元件表面洁净控

制为核心的高功率固体激光装置超洁净制造取得的

进展，给出了高功率固体激光装置洁净控制方法，并

在神光 -Ⅲ激光装置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得到应用

验证。虽然神光 -Ⅲ激光装置在很多方面还不能满

足超洁净制造的要求，但这种验证为我们在将来建

设更大规模、更高能量的固体激光装置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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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防静电工具

防静电工具是维修、操作 SSD 产品必不可少的

用具，对减少 ESD 放电造成 SSD 的损害起着重要作

用，常用的防静电工具见表 1-43。

表 1-43 常用的防静电工具

1.2.12.1 各类防静电工具

（1）防静电镊子：用于夹持 SSD 或各类小零件。

这类工具有防静电改性工程塑料制作的镊子，也有

陶瓷材料制作的，也有金属镊子涂覆防静电树脂或

套防静电塑料套的。涂覆防静电树脂的镊子随着长

时间使用树脂会脱落。使用金属镊子要注意当 SSD

产品带静电时，用低电阻金属镊子接触会发生 CDM

效应导致 SSD 产品失效。

（2）金属钳子、改锥：这类工具由于操作时受力

较大，因此都是高强度金属制品。此时使用时要注意

SSD 带静电对其的 CDM 效应。

（3）防静电刷：用以清扫 PCB 板、SSD 产品的灰

尘及碎屑。刷子由碳钎维、防静电改性高分子钎维或

导电丝钎维制备，需防止 CDM 效应发生，毛刷钎维

的线电阻不应低于 104Ω。

（4）消静电刷；用于中和、泄放工作服、织物等

表面残存的静电。刷子材料为导电金属丝或导电钎

维（线电阻小于 1×103Ω），手柄为静电耗散材料制

备。使用时，导电刷必须接地才能使用。

（5）防静电电烙铁：防静电电烙铁有很多种，用

于在焊接 SSD 产品时，防止电烙铁漏电或产生静电

放电造成 SSD 产品损坏。对于防静电电烙铁一般要

求烙铁头与电热丝之间的绝缘电阻要大于 1×1012Ω

以上，以防漏电造成 SSD 产品损害。近年国外开发

出一种高灵敏度的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抗浪涌保护

器（连接在焊接头与接地线之间），用以防止烙铁头

过压或过电流造成 SSD 产品损害。常用的防静电电

烙铁有以下几种：

1）普通防静电烙铁

将普通电烙铁金属外壳（烙铁头）与设备保护接

地连接，以防烙铁漏电和静电放电造成 SSD 产品损

害。目前这种烙铁由于成本低、结构简单，所以用量

最大。但在使用时要注意接地良好，防止接地不良造

成烙铁头接地电阻增大，使用时要定期去除烙铁头

氧化层。烙铁头对地电阻 <10Ω。

2）防静电低压恒温电烙铁

这种电烙铁功率较小，一般 15 瓦至 25 瓦。该型

电烙铁采用低压 24V—36V 供电，防止高电压漏电

造成 SSD 产品损坏。烙铁有温度控制器，烙铁头温

度可在 280—420℃调整。该电烙铁有接地线，其与

安全保护接地连接。烙铁头对地电阻 <10Ω。

电子工业用防静电装备（用品）与防静电工程（续）
孙延林

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防静电装备分会，北京 100040

工具名称 技术指标（Ω） 备注

镊子（金属、工程塑料、

陶瓷、金属涂覆等） 静电泄漏电阻<1X109Ω  

钳子（合金金属） 静电泄漏电阻<1X109Ω  

改锥（合金金属） 静电泄漏电阻<1X109Ω  

防静电真空吸笔 
静电泄漏电阻<1X109Ω；自带手提

抽真空；可耐温 500°F 一分钟 
 

防静电刷 刷子静电泄漏电阻<1X109Ω  

防静电吸锡器 
真空泵抽真空，吸锡气压＞

6X104Pa；吸锡头静电泄漏电

1X105--1X109Ω。焊点融化时间<3s
 

防静电电烙铁 
漏电压<20mv、漏电流<10mI； 
烙铁头对地电阻<10Ω 
注：有多种类型的防静电烙铁 

 

消静电刷 
刷子静电泄漏电阻 1X106Ω，带接

地线 
 

防静电多功能清洗机 
静电压<50V，静电泄漏电阻

<1X109Ω 
 

防静电真空洗液瓶 表面点对点电阻<1X109Ω  

断电焊接电烙铁 
烙铁头对地电阻<10Ω，可断电焊

接 ESDS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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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静电 PTC 恒温电烙铁

这种烙铁功率一般在 15W-25W 左右，有温度

控制器，烙铁头温度 280—400℃可调，烙铁有接地

线，其与保护接地连接。烙铁头对地电阻 <10Ω。

4）断电焊接电烙铁

这种烙铁设置有发光二极管焊接指示灯和温度

控制器。当温度在 400-430℃范围内时，烙铁自动切

断电源，指示灯亮。这时可用电烙铁焊接作业。当温

度低于 280℃时，电源接通并加热烙铁，指示灯熄

灭，停止焊接作业，以防烙铁漏电损害 SSD 产品。烙

铁头与保护接地相接，烙铁头对地电阻 <10Ω。这种

电烙铁由于采用断电焊接方式，所以较其它类型电

烙铁在使用时更安全。

（6）防静电吸锡器

在拆卸印制板上的 SSD 元器件、IC 时，应使用

防静电吸锡器。该产品由一台小型电动真空泵和一

套专用吸锡烙铁组成。当拆卸 SSD 产品时，只需焊

点融化后按动吸锡开关，工作时吸锡气压＞6×

104Pa，将焊锡吸入储锡罐中。吸锡头静电泄漏电阻

1×105—1×109Ω（吸锡头与接地线相连）。焊点融化

时间 <2-3s。也有手持自带抽真空功能的防静电吸

锡器。

（7）防静电真空吸笔

自带手提抽真空装置，不用真空泵。其配有耐高

温硅橡胶吸盘，可耐温 500°F 一分钟。用来摄取平

面细小物品。橡胶吸盘的表面电阻 <1×109Ω。

（8）防静电真空吸液瓶

瓶吸嘴和瓶表面电阻 <1×109Ω。用吸嘴来吸

附工作表面液体。

（9）防静电多功能清洗机

用于清洗 BCB 板、电子零件等。由于在清洗时，

采用高绝缘溶剂进行超声、气相、喷洗时，很容易因

绝缘液体剧烈流动产生静电造 SSD 损害。防静电清

洗机配有专用筐，内置有接地导电钎维或导电织物，

利用自感应原理，产生正负离子，消除筐内 PCB 板、

SSD 产品表面的静电。设备清洗容器静电泄漏电阻

<1×109Ω。容器与安全保护接地相接。清洗时，能够

限定清洗零件表面的静电电压 <50V。也有配置离

子化静电消除器的防静电清洗机。

（10）防静电维修包

该产品是由静电耗散类材料制备（防静电帆布

料、复合橡塑材料等），设置有接地扣、地线和多个布

兜（用于放置工具、电烙铁等）。在使用时作为防静电

工作表面，SSD 产品维修在工作表面上进行。维修包

表面镶嵌陶瓷片，用于工作时放置高温电烙铁。使用

时将连接工作表面的接地线与房间内安全保护接地

线或水管等接地的物体相连接。同时与人体防静电

工作服、腕带相接形成等电位体。防静电维修包大都

在售后服务场所中没有完备的防静电设施环境中使

用。以下图片展示了常用的几种防静电工具：

图 1-54 防静电真空吸笔

图 1-55 防静电镊子

图 1-56 防静电毛刷、镊子

（a) 恒温防静电烙铁 （b）防静电吸锡器

图 1-57 防静电烙铁、吸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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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8 防静电真空吸液瓶

1.2.13 防静电手套、指套、腕带

通常防静电手套、指套用在洁净环境中，也可用

在一般电子生产环境中。其可防止 SSD 产品、PCB

板等与人手相互之间静电放电造成 SSD 产品损坏。

也可防止人手汗污迹或其它微污染物对 SSD 产品

的污染。腕带用在电子产品生产时，将操作人员接地

以泄放人体静电和实现人员等电位接地。

1.2.13.1 防静电指套

防静电指套现用的最多一种是 100%纯天然乳胶

经过特殊抗静电剂处理加工清洗完成。另一种是用抗

静电剂处理的丁晴手指套，其不含硫、氯等。这两种指

套对人皮肤无刺激、无过敏。但都属于短时效防静电

指套，不能多次重复使用。这两种指套呈黄、白、粉色

等。还有一种是黑色或灰色的乳胶指套。这种指套防

静电性能持久，但价格较高。图 1-59 示出常用几种

乳胶指套。表 1-44 示出几种指套防静电性能。

表 1-44 几种防静电指套的防静电性能

图 1-59 防静电指套

（a）PVC 手套 （b）尼龙手套

（c）PU 手套 （d）耐高温手套

图 1-60 几种常用防静电手套

1.2.13.2 防静电手套

防静电手套种类很多，有 PVC 手套、尼龙手套、

PU 手套、PU 手指 / 手掌涂层手套、橡胶涂层手套、

尼龙（或其它化纤布）导电丝混纺手套、纯棉手套、耐

高温手套等。

防静电 PVC 手套呈白色半透明。具有良好的灵

活性和触感，用于电子产品生产制造场合和洁净度

要求较高的洁净场合（洁净度 10 级—1000 级）；

防静电尼龙手套采用 FDY 涤纶丝与进口巴斯

夫导电丝编织而成。PU 手套是在尼龙手套基础表

面涂敷防静电 PU 树脂制备。

防静电 PU 手指 / 手掌涂层手套是利用长尼龙

纱，采用无缝织法，手掌和手指表面涂覆防静电 PU

树脂制成。适用于 1000 级—10000 级洁净度场所，像

无尘室和 PCB 板、TFT、LCD 工厂、光盘厂、半导体

生产企业。

防静电普通化纤导电丝混纺手套是利用化纤丝

与导电丝（渗碳丝等）混纺而成，用于洁净度要求不

高的防静电工艺操作场合。这种防静电手套用量最

大，价格便宜。

防静电橡胶（或其它类橡胶）涂覆在尼龙或其它

布料制备的手套，用于一般电子产品生产。

类型 颜色 表面点对点电阻 

短时效防静电指套 白、黄、粉红色 1.0X105—1.0X1011Ω 

长时效防静电指套 黑色、灰色 1.0X105—1.0X109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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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静电耐高温手套是一种能阻隔热传导的手

套，表面钎维采用 99%Nomex，再加织耐温 1%的防

静电纤维制备。可短时间内耐温 300℃，用于一些特

殊半导体、SMT 生产工厂和使用烘箱及高温作业的

场所。图 1-60 示出几种常用的防静电手套。表 1-45

示出几种防静电手套防静电参数。

表 1-45 几种防静电手套性能

手套类型 防静电指标（表面电阻 RS 、点对点电阻 Rpp；静电衰减期） 使用场所 

防静电 PVC 手套 RS <1X1012Ω；±1000V—±100V<2s 
SSD 产品生产、组装、操作等，可在 10—1000
级洁净场合使用。 

防静电尼龙手套 RS 1X105—<1X1011Ω SSD 产品生产、组装、操作等。 

防静电 PU 手套 RS 1X105—<1X1011Ω SSD 产品生产、组装、操作等。 

防静电 PU 手指/手掌涂层手套 RS 1X105—<1X1011Ω 
PCB 板、TFT、LCD 工厂、光盘厂、半导体

生产企业。1000--10000 级洁净场合。 

防静电普通化纤导电丝混纺手套 RS 1X105—<1X1011Ω SSD 产品生产场所 

防静电橡胶或其它类橡胶涂层手套 RS 1X105—<1X1011Ω SSD 产品生产场所 

防静电耐高温手套 RS 1X105—<1X1011Ω 使用烘箱、高温器具操作 SSD 产品的作业 

导电丝纤维与纯棉混纺手套 RS 1X105—<1X1011Ω SSD 产品生产场所 

 
1.2.13.3 防静电腕带

图 1-61 示出几种防静电腕带。防静电腕带由内

侧带导电丝的松紧带子、绝缘外皮导线与电缆扣、插

头（或鳄鱼夹等）组成。操作 SSD 产品的工作人员必

须佩戴防静电腕带，以实现人员等电位接地和泄放

人体静电目的。所使用的腕带必须要达到以下要求

才能予以使用。

图 1-61 防静电腕带

（1）腕带松紧带内表面必须配置导电丝，其内表

面任一点对电缆扣电阻低于 1×105Ω，使操作人员

任何时候都能实现人体接地 ；外表面不得配置导电

丝，其外表面任一点对电缆扣电阻高于 1×107Ω。腕

带松紧带不得使用金属手表带来替代；

（2）腕带接地线要串接一只一兆欧电阻，以保证

人员触电时，防止人体流过电流过大危及生命；

（3）腕带接地插头通常使用香蕉插头，以保证接

地良好。如使用鳄鱼夹子或其它类型插头，则要防止

夹子生锈造成接地不良；

（4）腕带电缆线要由足够机械强度，每天上岗前

要测试穿戴电阻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否则则要在产

线上安装腕带接地监测仪进行不间断检测；

（5）无接地的腕带，由于不能实现人员等电位接

地、泄放人体静电 、无国内外检验相关标准等原因，

因此在操作 SSD 产品的岗位上禁止使用。

1.2.14 抗静电剂、导电金属粉、乙炔炭黑、导电纤

维、导电胶

抗静电剂和导电粉种类繁多，从使用方面区分

两类：一类是抗静电剂，直接和涂料或溶剂混合涂覆

在绝缘用品表面或喷洒表面，也可添加在改性材料

中使用；还有一类像金属粉、金属氧化物、导电炭黑、

导电金属纤维等。主要用于高分子材料（塑料、橡胶、

树脂、漆、胶等）防静电改性，增加其导电性。后一种

导电材料的使用，通常要掺入抗静电剂才能取得较

好效果。像金属粉、导电炭黑、导电金属纤维也可用

于其它非高分子材料和用品的防静电改性。

（1）导电金属粉或其氧化物

导电金属粉，像锡粉、铝粉、铜粉、铁、镁、锌粉等

或是它们的氧化金属粉，由于其电阻率很低，常常用

来对高分子绝缘材料进行改性，使其绝缘性降低，具

有一定静电耗散性能。在使用时，由于大多数金属粉

比重较高，分散性差。所以在使用前要进行研磨，达

到非常细小颗粒度（通常要求 300 目以上）才能使

用。利用导电金属粉对高分子材料防静电改性就是

利用在高分子材料添加导电粉，由这些导电粉状物

在高分子材料中形成导电链式连接。当高分子外表

面施加电压或存在静电荷时，在电场力影响下，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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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属导电链上可以移动，形成导电通路，起到耗散

和泄漏静电作用。

高分子改性材料导电效果优与劣，取决于金属

粉分散性、比重和在高分子材料中均匀度及添加量。

例如：镁、铝、锌粉比重低，分散性好，其均匀度相对

锡、铜、铁粉容易控制。由于金属粉添加对高分子材

料的机械和物理性能影响较大，所以添加量不宜过

大，否则强度会下降很多。在实际使用时，一般和抗

静电剂同时使用，才会取得较好导电效果。有的金属

粉，如锡粉或其化合物在很高温度内其导电性稳定

（1400℃以下），在一些高温烧制的制品，像防静电陶

瓷制作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防静电材料。由于很多

金属粉比重过大，在添加过程中，容易沉淀造成均匀

度不好，影响制成品的导电效果。例如防静电环氧树

脂地坪及树脂自流平地坪常见此类现象发生。用金

属粉改性材料的防静电性能持久性较好。

（2）乙炔炭黑

这是一种分散性非常好、比重很轻、价格较低的

导电材料。目前大多数防静电用品，像橡胶板、防静

电包装、防静电鞋、周转容器等等都采用这种材料。

用这种材料改性材料的防静电性能稳定、防静电持

久性好，其应用场合非常广泛。这种材料比重轻，在

添入被改性的材料中，如果加工工艺存在问题，其很

容易从被改性物体表面逸出，污染环境和 SSD 产

品。因此在要求较高的洁净环境中（洁净度 ILST

-RP1000 级以下）往往限制使用。

（3)渗碳纤维、金属纤维、导电纤维

渗碳纤维是在化纤或纯棉纤维包覆或渗入乙炔

炭黑，使其具有导电性。金属纤维是加工很细（直径

几微米至几百微米）的金属丝（不锈钢丝、铜丝、其它

金属丝）。这些纤维丝主要用于防静电织物、防静电

地毯等制备。某些涂料或树脂地坪材料为改善导电

性能，也大量使用渗碳或金属纤维丝。还有用抗静电

剂改性的化纤丝制备的导电纤维。目前这种采用防

静电剂改性的化纤丝使用量很大。常用的一些无机、

有机导电粉与导电纤维见表 1-46（a）

乙炔炭黑 石墨粉 碳纳米管 导电钛白粉 导电云母粉

金属氧化物或金属粉 
氧化锡粉；氧化锌粉；

铜粉；铝粉；银粉；镍

粉等等。 

导电聚吡咯

（高分子导

电材料）

导电聚苯胺

（高分子导

电材料） 

导电 
硫酸钡 

导电纤维 
导电碳纤维；

不锈钢纤维；

镍纤维等等。

 

（4) 无机金属盐类

像金属盐类：氯化镁、氯化锌等。这类无机金属

盐也可用于对某些材料的防静电改性，但其持久性

往往低于金属粉、乙炔炭黑和导电金属丝。对于洁净

度和环境要求较高的场合，有时也不能使用。因为这

些金属盐类具有腐蚀性，对微电子光电产品会产生

损害。

（5）抗静电剂

现在使用的抗静电剂几乎都被称为表面活性

剂，表面活性剂的意思就是溶于水并使水的表面张

力降低的物质。表面活性剂在水或有机溶剂中有某

种程度的可溶性，可大致分为四种：a）阴离子表面活

性剂；b）阳离子表面活性剂；c）非离子性表面活性剂

d）两性表面活性剂。抗静电剂能降低材料电阻的机

理：抗静电剂能够使材料表面具有亲水性，易于吸附

空气中的水分子，从而降低材料的电阻。离子型的抗

静电剂，像金属盐可以通过离子导电来降低材料的

的电阻。抗静电剂有以下种类：

1）单质的吸湿性无机盐（Li CI）类；

2）酯类；

3）一元或多元醇类；

4）酰类。

这些或多或少总是有些缺点。所以现使用的最

多的是油脂性表面活性剂。阴离子抗静电剂在短时

间内效果较好，但随着时间推移变化很大，其防静电

没有持久性。TLF.701B、TLF.726 等阳离子抗静电

剂有相当长防静电持久性。另外用阳离子抗静电剂

处理后，进一步用阴离子抗静电剂进行处理，是保持

表 1-46 （a）常用的无机、有机导电粉与导电纤维

技术讲座
Technique Lecture

36



2019年第3期

长久防静电性能的方法之一。目前使用的很多种抗静电

剂耐热性、耐洗涤性、耐久性、耐气候性还不能满足使用

的要求，这也是抗静电剂需要改进的方向。表1-46（b）、

表1-47列出一些常用的抗静电剂及使用场合

表 1-46（b）常用的抗静电剂

种类 名称 构造 用途 

烷基膦酸酯钠盐 
（双烷基膦酸酯三乙醇胺） 

 用于化纤改性的抗静电剂（最有效的无害性的润湿剂）。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烷基酚聚乙烯乙二醇磷酸酯钠盐  做一般洗涤剂使用外，还可做分散剂、润湿剂。 

金属盐类 氯化镁、氯化锌等金属盐类  用于一般涂料的添加剂。 

两性表面活性剂 磷酸基型；硫酸磷酸酯型；磷酸型。  用作均染剂、柔软剂。 

脂肪族胺及其衍生物  在纤维的平滑柔软加工、亲水性颜料表面的疏水化、乳化剂等很多

方面都适用。 

季胺（盐）化合物  用于高分子材料防静电改性添加剂、乳化、分散、柔软剂使用。 
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脂肪酸酰胺  做分散剂、洗涤剂、乳化剂。 

多元醇脂肪酸酯  柔软剂、分散剂、纺织剂。 

聚氧次乙基烷基胺  浸透剂、均染剂、柔软剂、永久防水剂。 

聚氧次乙基脂肪酸  浸透剂、分散剂、乳化剂等。 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聚氧次乙基烷基醚  用的最广泛的一种活性剂，具有脱胶、均染、乳化、消电、漂白等

功能。 

 

（1）抗静电剂配置例子

1）多元醇

二甘醇 46 份；乙二醇—甲基醚醋酸酯 34 份；聚

乙二醇（分子量 4000），蒸馏水 20 份。

2）三乙醇胺皂

三乙醇胺癸二酸盐 1 份；三乙醇胺癸酸酸 1 份；

水 100 份。

3）季胺盐

季胺盐 7.5%；润滑油 80%；油醇 5%；甲基环已

醇 7.5%。

4）烷基磺胺酸盐

润滑油 80%；亚油酸酯 6%；铵盐 8%；聚醇的脂

肪酸（C9 以上）6%。

5）烷基磷酸酯

矿物油 50-70 份；磷酸癸酯 5-15 份；三乙醇胺

1-4 份；烷基苯酚 1-4 份。

6）香芹酮酸酯

分子量 100 以下的香芹酮酸酯 5-10 份；分子

表 1-47 适用于塑料的内加型抗静电剂

商品名称 性状、规格 适用对象、添加量 制造厂家 

ASA-150 淡黄色膏状 溶于丙烯酸清漆涂覆 PVC 塑料制品表面 北京化工研究院 

CatanacSN 液体 用于 PP、PE、ABS 等表面涂覆。添加量大于 0.6%。 美国氰胺公司 

CatanacSP 液体 用于PP、PE、ABS等表面涂覆。添加量大于 1-10%。 美国氰胺公司 

HZ-1 粉状 用于 PE、PP，0.5—2% 杭州市化工研究院 

HKD--502 蜡状固体 用于 PE、PP，0.4---2% 同上 

HKD--170 同上 用于 PVC，0.5—3% 同上 

HKD--505 液体 用于 ABS，1—2.5% 同上 

KJDJ--9 淡黄色固体 用于 ABS，2%以上 北京化工研究院 

KJDJ--6 淡黄色液体 
用于 PVC，5%以上 
由于 ABS。2%以上 

同上 

PE132 型、PE139 型、AF101 型 泛黄、白色粉末状 用于低密度 PE 日本第一制药公司（京都） 

PE—12L、 
Px—50、 

淡黄色液体 
粉末 

适用于 PE、PP 日本三好化学公司（东京） 

125B、125BN 白色粉末 适用 ABS 日本三好油脂公司（东京） 

100 型 淡黄色液体 适用 ABS 日本油脂公司（东京） 

Catanac477 白色粉末 
适用 PP、PE、PS 
添加量 0.1---3% 

美国氰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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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199 以上的聚乙二醇 60-80 份。

（2）导电胶

导电胶粘剂在防静电工程中经常使用，例如测试

电极导电橡胶胶粘、铜箔电极与高分子材料表面粘

接、导电金属之间粘接等、某些不便采用其它连接方

式而必须使用导电胶粘方式等等。胶粘剂配置通常采

用聚酯树脂、聚酯改性异氰酸酯、环氧树脂等等添加

银粉或电解银粉、铜粉、乙炔炭黑等导电粉，有时需添

加抗静电剂进行配置。一般根据导电电阻指标来选择

导电粉。通常采用银粉配置的胶粘剂导电性较好，用

于电子元器件、导线粘接、电气部件粘接，但因造价很

高，在静电防护方面使用较少。对于防静电工程大多

使用价格较低的乙炔炭黑或导电铜粉、锡粉、铝粉

等，其导电性要低于电子产品用导电胶，但其体积电

阻在 103—106Ω 能满足静电防护需求。表 1-48 示出

了一些导电胶的型号、主要用途、生产企业。

表 1-48 常用的一些导电胶粘剂

牌号与名称 主要用途 生产企业 

DAD-2 导电胶 用于电子元器件的粘接 上海合成树脂研究所、上海新光化工厂 

DAD-3 导电胶 金属、陶瓷、玻璃、防静电用品等材料的导电粘接 上海合成树脂研究所 

DAD-6 导电胶 电子仪表、防静电用品的粘接与密封 同上 

DAD-40 导电胶 用于避免高温焊接场合的粘接 同上 

301 导电胶 铜、铝波导元件的粘接 哈尔滨工业大学 

303 导电胶 各种电子半导体元件及不能受热元器件粘接 同上 

305 导电胶 各种金属件的导电粘接 同上 

307 导电胶 各种金属和大多数非金属元件部件的粘接 同上 

HH--711 导电胶 用于同轴电缆接头、耐热电子元器件、波导管的粘接 西安黄河机器制造厂 

SY-11 导电胶 用于铝、铜、钢等金属及压电陶瓷、压电晶体等非金属材料粘接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 

铜粉导电粘接剂 用于电极碳刷、电缆接头、二极管、导线、防静电用品的粘接 湖北襄樊市胶粘技术研究所 

901 导电胶 用于组装电子元器件、修复印制电路板线路 武汉化工研究所 

SD-101 导电胶 电子、电器、仪表的导电粘接 常州市化工研究所 

 
1.2.15 防静电地毯

防静电地毯主要用于智能化楼宇的 OA 地板

（网络地板）地坪、办公室地面、计算机房、信息中心

等有防静电要求的地面铺设。现市场常见的防静电

地毯主要有以下几种：

（1）混织型地毯

利用不锈钢丝、渗碳纤维丝或其它导电纤维与

羊毛、化纤丝混织的地毯，其导电丝设置有接地扣。

使用时将地毯直接铺覆在各类普通地面上，并将接

地扣与接地线相连形成等电位接地。这种地毯产品

大都是卷材，往往在使用时需要根据现场情况进行

剪裁。

这类地毯制造工艺繁琐、造价较高，长期使用因

一些物理因素易造成导电丝断裂影响防静电效果。

这种地毯在清理卫生时也比较费工。

（2）复合地毯

这种地毯是利用表层 3—15mm 导电化纤地毯

（涤纶、尼龙等或渗碳纤维）与底层防静电 PVC 或其

它防静电橡胶、橡塑等材料采用热压或胶粘制备而

成。表层也有使用用抗静电剂处理的羊毛或其它高

档织物的。这种地毯有块材和卷材之分，因清理卫生

时简便，制造工艺简单、造价相对较低，使用量较大。

这种地毯的防静电接地大都是通过直铺的防静电地

面来实现防静电接地或通过卷材的接地扣来接地

的。

（3）磁吸式复合地毯

这种防静电地毯结构与上述地毯结构相同，所

不同的是在底层 PVC 或橡塑材料中或表层安置磁

性材料，对铁磁性材料具有一定吸力。这种地板大都

是块材，直接用于智能化楼宇高架 OA 地板表层或

地坪采用金属材料时的铺设，其具有铺设和维护方

便的特点。表 1-49 列出一些常用防静电地毯的技

术性能。

（4）化纤塑料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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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地毯是利用 8—12mm 导电化纤（防静电

剂改性的锦纶、尼龙、涤纶等）与一层 3—6mm 的

防静电塑料板（聚氨酯等柔性塑料）热压或粘接而

成。这种地毯价格低廉、阻燃性和防静电性能较

差。通常用在一些防静电要求不高的低档办公场

所、电子机房。

表 1-49 常用防静电地毯的技术指标

地毯种类 防静电性能（Ω） 阻燃性能 GB/T2408 扯断强力（N） 环保性 结构尺寸（cm）

化纤塑料地毯 RPP <1XX1010 V-1 级 ≤600  
50X50； 
60X60； 
卷材 

混织型地毯 RPD<1X1010 V-1 级 ≤1100 符合 GB/T 22374 卷材 

复合地毯 RPP <1XX1010 V-1 级 ≤1000 符合 GB/T 22374 
50X50； 
60X60； 
卷材 

磁吸式复合地毯 RPP <1X109 V-1 级 ≤1000 符合 GB/T 22374 
50X50； 
60X60 

 

1.2.16 防静电杂品

防静电窗帘：采用防静电布料制备，用于要求较

高的防静电环境。

胶纸带：用抗静电剂处理的胶纸带，用于有防静

电要求的包装或产品的包装。

防静电墙板、吊顶板：用防静电三聚氰胺贴面板

和其它墙面板复合而成，用于有洁净、防静电要求的

工作和生产环境。

墙布、墙纸：用抗静电剂处理的墙布或墙纸，用

于有防尘、防静电要求场所。

防静电透明薄膜：用防静电剂改性的透明塑

料薄膜，多用于显示器屏幕、液晶显示屏的保护

等。

墙面涂料：加入抗静电剂、导电金属粉的各类墙

面涂料，像硅藻泥、杜邦等墙面涂料。

静电泄放器：由防静电橡胶球、金属柱等接地装

置组成。也有在工作区出入口处用防静电塑料母粒

制备的接地门帘。其一般安装在易燃爆场所入口处

或其它需要消除人体静电的场所出入口。必须注意

的是静电泄放器只能消除人体进入易爆燃场所前的

静电，在工作场所还必须穿着防静电工作鞋与防静

电工作服，地坪应具有防静电性能。这样才能消除人

员在工作场所活动时产生的静电，取得较好防静电

效果。

注：上表 RPP：表面点对点电阻；RPD：点对地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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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厂的生产车间对洁净度要求是极为严格的，

要达到洁净环境的要求, 必须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

穿着洁净服就是保障洁净度的必要因素。制药厂的洁

净工作服采用具有防静电性能的涤纶超洁净面料，经

过特殊工艺制作而成，具有高效的防尘防静电性能，

其面料还具有良好的滤尘性，在本身不发尘的同时，

还能够有效的抑制工作人员在车间内走动时带起的

灰尘。

洁净车间的洁净服质量是否优异是很重要的。因

此，选择高品质的洁净服就是在给自己的生产线上的

高品质洁净服是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元素

目前又进入了防静电服的定制高峰期，有关定制

防静电服的注意事项，首先应该了解面料、款式、做工

3 个方面情况，这是在定制防静电服的过程中首先需

要考虑的因素。除此之外，剪裁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

一件防静电服的质感，合适的剪裁方式制作出来的防

静电服会比较合身，而且省时省力。

如何做到“完整、合理、节约”的定制防静电服，以

下方法供参考：

1、剪切刀口的时候要对位样板记号；

2、记住在拖料的时候要点清数量，而且要注意避

开疵点；

3、裁剪下刀要准确，线条要流畅。铺型不能太厚，

上下层面料也不能偏刀；

4、在裁剪条格纹面料拖料时，需要注意各层条格

要对准，需要保证衣服条格对称；

5、不同材质的面料需要分批次来裁剪，这是为了

防止同一件防静电工作服上出现色差的问题。此外，

同一匹布料如果存在色差现象需要进行色差排料；

6、在锥形标记的时候注意不要影响到防静电服的外

观，裁剪时也需要清点数量以及验片的工作。需要根

据工服的规格进行分类。需要在票上加款号、部位、规

格等信息。

不要忽略防静电服制作中的“剪裁”环节

静电专业常识解答

很多企业购买防静电服时都是希望尽快交货，

由于是集体采购，因此，在型号方面就达不到每个

人穿着都能合适。对于这种情况，生产企业也只能

提供给客户现有的防静电服，通常在尺码选择上，

肯定就不会那么贴近员工的实际情况了。员工有时

也会抱怨防静电工作服松松垮垮，从而不愿意穿

着。

如果采用定制防静电服的方式，量体定制防静电

服，这样做出来的衣服既保证了尺码的精准，还可以

根据每个企业的特色及企业文化，选取适合企业需求

的面料及辅料，在配色和防静电服的款式上突出企业

特点。同时，企业也应提前了解一下防静电服的布料、

对款式等方面的要求提出具体需求。这样，生产防静

电工作服的厂家将会根据客户要求定制防静电服，从

而既保证了防静电服的性能，也能给员工穿着防静电

服带来舒适。

防静电服的性能和舒适度可以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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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食品、医药、电子等行业作业时，工作人员

都需要穿戴好防静电的无尘服，以免产品受到污染影

响质量。近年来，时有报道防静电无尘用品抽检不合

格的事件，因此，关于防静电服的选用应该慎之又慎，

要满足以下条件的防静电服才值得选。

1.有效防静电

防静电功能非常重要，尤其是电子生产厂，静

电会导致电子产品元件受损，还容易吸附尘埃。所

以一定要选择防静电效果好的防静电服，能在第一

时间将静电泄放掉，并且持久防静电，减少尘埃吸

附。

2.耐高温灭菌

如果是医药行业或食品行业，无尘服还应该具备

耐高温不变形的功能，保证在 121℃的湿热灭菌达到

100 次时仍能满足使用要求，并且不变形。这样一来，

使用周期也更长，能够节省企业成本。

3.细节做工优质

在选择防静电服时，最容易让人忽略的可能就是

衣服的细节了，然而这些小细节却是更应该引起重

视。为了防止因开线脱丝而掉落细屑，其连接处应该

使用双线包缝工艺，针脚也要细腻。在无尘室，灰尘主

要来自于人，可以占到 90%左右，而无尘服的精细做

工，要能够保证人在穿着过程中不掉尘或是细小毛

屑，不会污染产品。

4.防静电、无尘服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产品的质

量。

优化防静电体系，需要实行防静电服“择优录取”

在现代化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防静电服深

受市场青睐，现在许多企业都是选择优良的防静电工

作服，使员工穿着舒适，提高工作效率，也能达到洁净

室检验标准。

选购防静电服时应该注意那些情况，以下的方法

一个都不能少。

1.防静电服不仅要有 ESD 方面的功能，还要选

择洁净度好的服装系统，连体服的款式也要优于分体

服款式。

2.使用表面防静电涂层方法的布料性能最差，应尽

可能选择复合长丝和导电丝混纺而成的布料。防静电网

格间距越大，ESD性能则越差，最好的是2.5mm的布

料。应尽量选择舒适度好的、使用寿命长的防静电服。

3. 一定要注意防静电服的更换时间和防静电服

清洗频率，不要等到布料清洗难度加大了才清洗，这

样会加快布料中导电丝的老化。

综上所述，防静电服并不是随意选择的，需要根

据实际要求的洁净度标准来进行选择。

防静电服的选择，这些方法一个不能少

产品提高质量。

在医药行业，药品的形成是研究和生产出来的，

而不是检验出来的，因此生产环境的把关和洁净工作

服就相当重要。洁净服从面料、辅料的选用，款式的制

定，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到洁净室的洁净要求。从药

品安全的角度出发，多方面考虑，提供各等价洁净室

人体防护的安全配置方案，从而达到洁净室洁净度的

高要求、高标准，制造出来高品质的安全药品。

药品安全是特别重要的，选用高品质洁净服就成

了最为关键的环节。天津实力技术公司拥有 20 余年

的无尘服、洁净服设计与制作经验，专注于本行业无

尘服、洁净服、防静电服等特种工装定制和特殊职业

装订做，已成为本行业众多国际、国内顶级客户的的

首选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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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圆杰科技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圆杰科技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公司交通便利，现坐落于合肥庐阳经济高科技产

业园，占地面积 5000 多平方米。主经营产品有移动

终端充电车、学生智能电脑桌椅、教学多功能翻转电

脑桌椅、教学多功能绿板、多功能控制台、多功能会

议桌椅、智能平板桌、心理咨询设备等教学设备，是

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教育

设备企业。

公司成立至今，坚持以领先的技术、优良的商

品、完善的售后服务、微利提取的原则服务于社会。

长期友好合作单位有科大讯飞、航天信息、新华传

媒、四创电子、科大国创等公司。现已成为中国电子

仪器行业协会防静电装备分会会员单位、中国教育

装备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通过环评验收、我们的产品通过 ISO9001 质量

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18001 职

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先后获得了教育装备行业 3A

级信用等级评价、质量信誉双保证示范单位、全国办

公家具行业十大畅销品牌等荣誉称号。产品得到了

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认可和支持，并得到了客户

的一致认同及市场的好评。

公司具有专业的数控机床，专业的管理，多年以

来追求的是产品的质量和产品的售后服务。本着“创

新、品质、服务”的原则，努力营造“人才为根本、市场

为先导、创新为灵魂”的企业文化，得到了用户的一

致好评。

公司全体员工愿与社会各界携手共创未来!我

们秉承真诚合作精神向广大客户提供相关的系统解

决方案。设备销售及技术支持价格合理，欢迎来人来

电咨询、洽谈业务！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庐阳产业园金池路

2 号到 5 号厂房

邮编:230000

电话：0551-3612815/4000551300

邮箱：zhouxiang@yuanjie168.com

企业网站：wwww.yuanjie168.com

东莞天森家具有限公司

东莞天森家具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

售、为一体的家具企业。近年来，天森家具始终秉持

不断超越自我的创新企业精神，走品牌化发展道路，

以提高人们生活品质为已任，赢得了消费者的一致

推崇和业界的高度认同。

一直以来，公司视家具质量为企业的生命，注重

打造企业品牌文化，很早就在国内倡导人与自然和

谐的家居生活，推出以“环保、自然、健康”为核心的

理念，受到国内外广大消费者和同行业的推崇和喜

爱。公司无论是在用料做工上，还是设计款式上都在

寻求高标准产品，为众多家庭、企事业、机关单位、办

公室所选用。卓越的品质，合理的价格，优良的服务

是我们的郑重承诺。在未来，我们秉承专业、创新、诚

信、高效的发展理念，注重产品艺术性、美观性、安全

性和耐用性，不断开拓创新，专心为您打造高品质的

时尚生活，诚心为您提供满意的家居服务。

天森家具有限公司的不断发展，离不开企业的

“创新”精神，一次又一次的荣誉也给了公司无限的

动力和鼓舞，做源自企业诚信经营，不断改进，不断

完善的成果。

天森将继续秉承“创新体现价值”的理念，坚定

不移地打造一个诚信的天森。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振兴围塘莆东路 38 号

邮编：523710

电话：0769-82005724

传真：0769-82136077

新会员单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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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安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安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

环保节能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施工于一体的现代

化新型建材企业。其奥邦牌系列保温材料、透水砖已

在许多大型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得到了广泛赞誉，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006 年至今，随着国家“建立节约型社会”政策

的出台，安徽省安达节能公司投资 2.3 亿元扩建了

一条透水材料专用树脂生产线、一套自动干粉砂浆

生产线和十条透水砖生产线，专业从事保温砂浆和

透水砖的研发生产。公司结合中国建筑的实际特点，

调研了不同区域的气候温差、适度差、风压变化，并

与多家化学公司就节能科技进行了实质性的合作。

经过公司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已研发出奥邦牌系

列墙体保温以及透水砖产品，并已通过国家机构检

测认证和大力推广。

目前，公司不但建立了十余套节能产品全自动

生产线，拥有自己的实验和检验设备，还建立了强有

力的技术培训与管理系统，拥有训练有素的专业施

工队伍。公司具有以生产研发、销售、施工和质量跟

踪服务为一体的策划方案。

我们的服务贯穿产品的售前、售中、售后的每一

个阶段。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为中国建立节约型社

会，经济腾飞作贡献，是安达全体员工的一致心愿。

我们本着以科技为先导，以质量求生存、客户至上、

诚信经营”的原则，愿与广大客户通力合作，为现代

化的建筑行业提供更加绚丽、舒适的人文环境。

公司地址：安徽省蚌埠市光彩大市场北 5 号综

合楼 307 号

电话：0552-4190049

手机：13309653311

邮箱：adjngs@163.com

上海颀普静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颀普静电科技有限公司是集静电消除器的

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其产

品主要应用于印刷行业，塑胶行业，纺织行业，光电

子行业，喷涂行业以及材料表面电晕处理等多个领

域。产品有静电消除器、静电消除棒、离子棒、离子风

棒、静电消除高压发生器、静电消除刷、静电绳、离子

风枪、离子风棒、离子风机、离子风蛇、离子风嘴等静

电消除产品。以质量求发展，以信誉求生存。在技术

方面敢于创新，产品质量已达到同类产品国际先进

水平。上海颀普始终坚信：“创新是企业持久的动力，

品质是企业发展之根本”。

我们的产品还有纺织机械静电消除器，定型机

静电消除器，印染机静电消除器，印花机静电消除

器，写真机静电消除器，整经机静电消除器，染整机

械静电消除器，预缩机静电消除器，验布机静电消除

器，流延机静电消除器，制袋机静电消除器，分切机

静电消除器，印刷机静电消除器，丝印机静电消除

器，包装机静电消除器，制药厂静电消除器，实验室

静电消除器，粉末包装机静电消除器，凹印机静电消

除器，涂布机静电消除器，胶印机静电消除器，丝网

印刷机静电消除器，纸张印刷静电消除器，薄膜印刷

机静电消除器，粉末包装机静电消除器，食品包装机

静电消除器，薄膜静电消除器，覆膜机静电消除器，

复卷机静电消除器，喷绘机静电消除器，喷码机静电

消除器，材料喷码静电消除器，砂光机静电消除器，

塑料产品静电消除器，挤出机静电消除器，吹膜机静

电消除器，拉伸膜生产线静电消除器，大型分切机静

电消除器，布料静电消除，无纺布裁切静电消除器，

PP 片材静电消除器，横切机静电消除器，电子厂生

产线静电消除器。喷绘材料分条复卷机静电消除器，

清洁机静电消除器，板面除尘除静电设备，清洁机离

子风棒，软板清洁机静电消除棒，光学膜片清洁机离

子风棒静电消除，整平切片机静电消除器。折叠机静

电消除器，烫平机静电消除器，洗涤机静电消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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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切复卷机静电消除器，印刷机静电消除刷，凹印机

静电消除刷。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蔡家浜路 999 号

邮编：201619

电话：021-67651108

传真：021-54940805

企业网站：www.qeepo.cn

邮箱：sh_qiou@163.com

上海东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东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创建于 2013 年，是

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专业从事各类地坪施工、翻

新、修护、防腐工程的新兴公司。

上海东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诚信、专业、协

作、高效”为核心经营理念，以“贴心、务实”的态度为

服务宗旨，以“优质、专业”的技术能力为工作依托，

志在为各类领域的大小客户提供各类符合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的优质地坪产品。我们的努力赢得了众

多服务客户的高度肯定及评价！

公司主要管理及施工人员均已从业十几年，在

地坪施工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曾服务参与过

诸多知名项目的地坪施工工作。我们参与施工的项

目，获得过“白玉兰奖”、“鲁班奖”及中国地坪协会

2018 年十佳项目“金奖”。

上海东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积极参加了各个协

会，我们是“中国材料联合会地坪协会”、“中国建筑

装饰协会”、“中国电子仪器行业协会防静电装备分

会”的会员单位。

我们和美国施贝化学、德国巴斯夫、瑞士西卡、

英国富斯乐等外资高端地材供应商也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同时也是美国施贝化学中国有限公司签

约的优秀施工合作商。

我们珍惜每一位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我

们的使命是让地坪环境因东驰的努力而变的更加舒

适、干净与和谐！

公司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恒南路 399 号 A 栋

201 室

电话：021-34781916

邮箱：932756714@qq.com

联系人：张先生

手机：18616351918

上海君江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君江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9 年，从事导

电材料、环氧固化剂的研制、生产和配套技术咨询

等，是国内专业的导电材料及环氧固化剂生产商。

公司不断为国内及海外各类工业涂料生产商与

施工商提供全面、环保、专业的综合解决方案。 在

导电领域，君江科技研发生产导电粉、导电浆、导电

碳黑、碳纳米管等系列导电材料，并被认定为上海市

重点新产品，列入了上海市高新成果转化项目。产品

广泛应用于地坪涂料、防腐涂料、粉末涂料、汽车漆、

复合材料、胶黏剂、油墨等领域。

在环氧固化剂领域，君江科技始终坚持绿色环

保理念，引进欧洲先进技术工艺，研发生产各类环氧

原材料。目前环保、安全类的固化剂产品可广泛应用

于各类地坪涂料、防腐涂料、胶黏剂等领域。我们始

终坚持“诚信、务实、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与客户

携手，同创财富，和谐共赢。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737 号 310

邮编：200435

电话：021-33812955

传真：021-33812933

邮箱：junjiang@junjiang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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