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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ATION OF LIABILITY 

THIS DOCUMENT IS A TRANSLATION OF THE ENGLISH STANDARD ANSI/ESD S20.20 – 2007. THE ESD 

ASSOCIATION, ITS OFFICERS, MEMEBERS AND EMPLOYEES HAVE BEEN DILIGENT IN SECURING AND 

PROVIDING THIS TRANSLATED DOCUMENT BUT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 

THE ESD ASSOCIATION, ITS OFFICERS, MEMEBERS AND EMPLOYEES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CLAIMS 

AGAINST OR DAMAGES OR LOSSES (DIRECT OR INDIRECT, ACTUAL OR CONSEQUENTIAL) SUFFERED BY 

ANYONE DUE TO ERRORS OR MISTAKES IN TRANSLATION WHO RELIES ON THIS TRANSLATED VERSION OF 

THE STANDARD. IN THE CASE OF ANY CONFLICT BETWEEN THIS TRANSLATED DOCUMENT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STANDARD,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CONTROL. 

 

 

 

 

责任限制 

 

此文件为英文版的标准 ANSI/ESD S20.20 – 2014 之解读，静电放电协会和它 的工作人员，会员及雇员都在不断地致力于完

善和提供这份文件，但并保证此翻译版本的精确性。翻译版本中会有错误的地方，对于任何个人或单位因依赖此标准的翻译版

本而引发的损失和伤害，静电放电协会和它的工人人员，会员及雇员将不会承担任何责任和任何赔偿（包括直接的，间接的，

现时的或者是以后可能发生的）当标准 ANSI/ESD S20.20 – 2014 之英文版本和翻译版本发生矛盾的时候，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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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静电放电控制方案的静电放电协会标准--- 

电气和电子零件，装置和设备（不包括电动引爆装置）之静电放电保护 

1.0 目的 

本标准目的为建立、实施和维护一个静电控制程序提供管理和技术要求

范围

本标准所适用于静电放电敏感度大于等于人体模型的 伏和带电模型 伏以及孤

立 伏的电气或电子零件、装置和设备等制造、处理、组装、安装、包装、标签、服

务、测试、检验或其他处理活动。

对于处理敏感度小于标准所示电压的情况，仍然可以依照本标准设计的程序，只

是可能需要额外的控制要素和技术要求限制的调整。

本标准不适用于电动引爆设备、易燃液体和粉末。

注：带电器件模型电压是基于减少可能产生场感应导致损坏的必要绝缘体的处理

程序。

注：孤立导体在原标准中机器模型描述。

参考出版物

除非特别指明，以下文献的最新版本，修正或校正，构成本标准的一部分，作为特别

补充。

ESD ADV 1.0，ESD ASSOCition,sGlossary of Terms 术语 

ANSI/ESD S1.1  手腕带 

ANSI/ESD STM 2.1 工作服 

ANSI EOS/ESD S3.1 离子化 

ANSI EOS/ESD SP3.3 空气电离器之定期监测 

ANSI/ESD S4.1 工作台面—电阻特性 

ANSI/ESD STM4.2 防静电工作表面—消电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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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 EOS/ESD S 6.1 接地 

ANSI/ESD S 7.1 地板材料—材料特性 

ANSI/ESD STM9.1 鞋类—材料特性 

ESD SP9.2 鞋类-脚部接地装置之电阻特性 

ANSI/ESD STM97.1 地板材料和鞋类—与人员相结合的电阻测量 

ANSI/ESD STM97.2 地板材料和鞋类—与人员相结合的电压测量 

ESD TR53 静电放电保护设备和材料之达标验证 

ANSI/ESD STM12.1 桌椅—电阻测量 

ANSI/ESD STM13.1 电焊/拆焊手动工具 

ESD TR53 静电放电保护设备和材料的符合性验证 

ANSI/ESD S541 静电放电敏感物体之包装材料 

 

定义

标准中使用的术语依据 的 术语表，可以在 网站免费下载。

 工作人员安全

标准所述的程序和设备可能会使人员暴露在有害的电气环境，使用本标准的人员应

自主负责选用使用法律，管理条例和内外部政策的器材，警告使用者标准不能替换或

代替任何与人员安全相关的要求。

 人员与电源可能会接触的位置应该采用接地断路器和其他安全保护措施。

 减少电气伤害的操作应进行实践演练，并且应遵循设备说明适当地接地。

 使用标准提及的电阻测量方法不得用于确定人员暴露在高压交直流环境的安全

性。

静电放电控制程序 

静电放电控制程序要求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静电放电（ESD）协会标准              ANSI/ESD S20.20-2014 

 

程序应包括管理要求和技术要求，程序应记录所有处理的敏感的最低等级，组织应安

照标准要求建立，记录，实施，维护和验证本程序的遵守情况。

静电放电控制程序经理或协调员

组织应委派一名经理或协调员依据本标准要求来验证程序的符合性。

修正

标准或部分条款可能不适用于所有应用，可以通过评估对特别应用性来完成修正，

完成评估可能会删除或修改本标准的阻值、修正决定、基本原理和技术理由都应记录

在静电放电控制程序中。

静电放电控制程序管理要求

静电放电控制方案

组织应制定一个静电放电控制方案表明程序的所有要求：

 培训

 产品认可

 符合性验证

 接地 等电位接地系统

 人员接地

 静电放电保护区要求

 包装要求

 标记

培训方案

应对所有处理或接触静电放电敏感器件的人员提供初次和周期静电意识预防培训，

初次培训应在员工处理静电放电敏感器件之前完成，培训计划应制定防静电培训的

类型和频次，培训方案应规定保存员工培训记录和保存位置的要求，培训的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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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技术的使用有组织确定，培训方案应确定学员理解及培训是否合适的检验方

法。

产品认可方案

产品认可方案的建立是为了确保组织选定的防静电产品满足方案要求，测试方案

和要求限值在表 和表 的产品认可栏列明，产品认可一般在初始选择防静电产品时

管理，可以使用产品规范复查，独立实验室评估或内部实验室评估任一方法，组织在

采用本标准之前已使用的防静电产品，符合性验证记录可以做为产品认可的证据（原

备注信息提升为新的标准要求）

符合性验证方案

符合性验证方案的建立是为了确保组织的静电放电控制程序技术要求的执行，符

合性验证方案中测量应确定技术要求，测量限值和检验频次，符合性验证方案应规定

测试方法测试器，如果组织使用与参考标准不同的测试方法，必须在静电放电控制方

案中做修正声明，符合性验证记录应作为符合技术要求的证据建立和保存。

测量仪器应满足符合性验证方案中定义测量。

静电放电控制程序技术要求

章节 到 描述静电控制程序发展中的关键技术要求。

要求限定基于表格列出的测试方法或标准，符合性验证方案应规定检验这些限定

的方法。

接地 等电位接地系统

应采用接地 等电位接地系统确保静电放电敏感件、人员和所有其他接触静电放电敏

感件的导体（如移动设备）都处于同电位，应从表格 中选择一个实施方案。

表格 接地 等电位接地要求：

技术要求 实施方案 测试方法 要求限值 

接地/等电位接地系统 
设备接地导体 ANSI/ESD S6.1 阻抗小于 1.0 欧姆 

辅助接地 ANSI/ESD S6.1 到设备基地导体小于 25 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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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电位接地 ANSI/ESD S6.1 小于 1*10 的 9 次方欧姆 

备注：任何防静电产品到公共接地点直接的最大电阻。 

人员接地

所有在处理静电放电敏感件的人员都要连接或电气连接到接地 等电位接地系统，

人员接地的方法应从表格 选择。

 当员工坐在静电放电保护工作台前时应通过手腕带与接地 等电位相连接。

 对于站立操作，员工应通过手腕带或满足表格 要求的鞋 地面系统接地。采用服装

实现人员接地时，应在静电放电控制程序记录，服装两个袖口间应电气连接，同时

应满足表格 定义的手腕带电阻要求和表格 的接地静电控制系统。

表格 人员接地要求：

技术要求 
产品认可（注 4） 符合性验证 

测试方法 要求限值 测试方法 要求限值 

手腕带系统 ANSI/ESD S1.1 <3.5×10e7 ohms 

ESDTR53                       

手腕带章节 <3.5×10e7 ohms 

鞋/地面系统（两个同时

要求满足） 

ESD STM 97.1 <1×10e9 ohms  

ESDTR53                       

鞋章节 

<1×10e9 ohms                     

（注 6） 

ESD STM 97.2 <100V 

ESDTR53                       

地面章节 

<1×10e9 ohms                     

（注 6） 

注 ：产品认可一般在初始选择静电产品管理，可以使用产品规范复查、独立实验室评

估或实验室评估任一方法。

注 ：适用采用本标准前控制鞋 地面系统（已安装），后续符合性验证记录可做为产

品认可的证据。

注 ：要求限值小于 × 欧姆是指允许最大值，使用者应记录产品认可测量人体综

合峰值电压小于 伏时的电阻值，并使用这些电阻做为符合性验证。

静电放电保护区

应在静电放电保护区处理没有静电放电保护覆盖或包装的静电放电敏感物品、零

件、组件和装置，静电防护保护区应该有可清晰识别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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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个独立的工作台、整个房间、整座建筑或者指定的区域都可以是一个静电放

电保护区。

 应限定只有完成防静电培训的人员才能进入静电放电保护区、未经过培训的人员应

有完成培训的人员陪同才能进入。

 处理静电放电敏感件的地方都应建立静电放电保护区，但在静电放电保护区建立静

电放电控制有许多不同的方式，表格 列出了一些可选的静电放电控制项用来控制

静电程序选择的静电放电控制项目，这些项目的要求限制和测试方法是强制性的。

绝缘体

所有的不必要的绝缘体（例如咖啡杯、食物包装纸和个人物品）都应从静电放

电保护区内移走。

为了减少带电器件模型场感应损害，静电放电控制程序应建立一个必要绝缘体

的处理方案。

如果过程必要的绝缘体距离静电放电敏感件小于 厘米时场强超过 伏

英尺应采取下列步骤：

 分离绝缘体与静电放电敏感器件超过 厘米（ 英尺）或

 使用电离或其他电荷消除技术中和电荷。

如果过程必要的绝缘体体距离静电放电敏感件小于 厘米时场强超过 伏 英尺应

采取下列步骤：

 分离绝缘体与静电放电敏感器件超过 厘米（ 英尺）或

 使用电离或其他电荷消除技术中和电荷。

注：静电场的精确测量需要测量人员对设备操作非常熟悉，大多数掌上型场强计要求

在距离被测物体的一个固定距离下读取数值，为了得到精确的测量，这些场强计还规

定被测物体的最小的尺寸。

孤立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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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静电放电控制方案，如果一个不能接地或等电位连接的导体接触静电放电

敏感件时，这个过程应确保导体和静电放电敏感件之间电势差小于 伏。

可以通过使用非接触式静电电压计或高阻接触式静电电压计量静电放电敏感件和

导体来完成。

表格 静电放电保护区防静电控制物：

技术要求 防静电控制物品 
产品认可（注 7） 符合性验证 

测试方法 要求限值 测试方法 要求限值 

EPA 静电

放电保护

区 

工作表面（可通过

任一测试方法认

可）                 

（注 9.10） 

ANSI/ESD S4.1 <1×10e6 to 10e9 ohms  

ESDTR53                       

工作台面章

节 
<1×10e6 to 10e9 

ohms  ANSI/ESD S4.1 <1×10e6 to 10e9 ohms  

ANSI/ESD S4.2 <200V 

ESDTR53                       

地面章节 

腕带线 ANSI/ESD S1.1 

0.8×10e6 to 1.2×

10e6 ohms  
手腕带系统的符合性验证见表格 2 

腕带 
ANSI/ESD S1.1 内阻<1×10e5 ohms  

ANSI/ESD S1.1 外阻>1×10e7 ohms  

人员手腕带接地连

接件（非检测） ANSI/ESD S6.1 接地<2 ohms  

接地连接系

统 接地<2 ohms  

鞋 

ANSI/ESD         

SMT9.1 <1×10e9 ohms  

鞋/地面系统的符合性验证见表格2 脚筋带 ESD SP9.2 <1×10e9 ohms  

地面 
ANSI/ESD         

SMT7.1 

<1×10e9 ohms  

<1×10e9 ohms  

桌椅 

ANSI/ESD         

SMT12.1 
<1×10e9 ohms  

ESDTR53                       

桌椅章节 
<1×10e9 ohms  

电离器 

ANSI/ESD         

SMT3.1 
消散时间自定义 

-35V <残留电压<35V 

ESDTR53                       

电离器章节

（注 11） 

消散时间自定义 

-35V <残留电压

<35V 

Shelving(When 

used to store 

unprotected 

ESDS) 

ANSI/ESD         

SMT4.1 

点对点电阻<1×10e9 

ohms  

ESD TR53 

Worksurfac

e section 

接地电阻<1×10e9 

o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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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

求 

防静电控制物

品 

产品认可（注 7） 符合性验证 

测试方法 要求限值 测试方法 要求限值 

EPA 静

电放电

保护区 

货架（存放无防

护的静电敏感

器件）   

点对点电阻<1×10e9 ohms  

                       

工作表面章

节   

移动设备（工作

表面） 

ANSI/ESD 

S4.1 

点对点电阻<1×10e9 ohms  ESD TR53                       

工作表面章

节 

接地电阻<1×10e9 ohms  

点对可接电阻<1×10e9 ohms  

手动电焊/拆焊

工具 

ANSI/ESD 

S13.1 

尖端对地电阻<2 ohms 
焊接烙铁章

节或 ESD 

S13.1的 6.1

章节 

尖端接地电阻<10ohms 
尖端电压<20 毫伏 

尖端泄漏电流<10 毫安 

连续性监测器 

用户自定

义 
用户自定义 

连续性监测

器章节 
厂商自定义 

防静电服 

ANSI/ESD         

SMT2.1 

点对可接电阻<1×10e11 

ohms  

ESD TR53                       

服装章节 

点对可接电阻<1×10e11 

ohms  

可接地放静电

服 

ANSI/ESD         

SMT2.1 

点对可接电阻<1×10e9 ohms  
ESD TR53                       

服装章节 

点对可接电阻<1×10e9 

ohms  

点对可接电阻<3.5×10e7 

ohms  

点对可接电阻<3.5×10e7 

ohms  

注 ：产品认可一般在初选择防静电产品时管理，可以使用产品规范复查，独立实验室

评估或内部实验室评估任一方法。

注 ：标准有多种电阻测试方法时，限值适用所有方法。

注 ：工作表面电压为无防护的静电敏感件放置的任何表面。

注 ：由于工作表面的应用广泛性和多样化，特殊需求很难确定，如果有

失效，应考虑点对点电阻对地接地点电阻值低于 1×10e6 ohms。

注 ：电离器定期测试附加信息查 ANSI/ESD SP3.3 。

包装

组织应根据 ANSI/ESD S541 定义静电放电保护区内和外的静电放电保

护包装要求，或者按照合同、采购订单、图纸或者其他文件满足客户要

求（加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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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静电放电敏感件放置在包装材料进行处理，包装材料将作为工作表面，应按

工作要求接地（明确包装材料作工作表面情形）

标记

静电放电敏感件，系统或包装的标记应按照客户合同、采购订单、图纸或其他

文件，当合同、采购订单、图纸或其他文件未规定静电敏感件、系统或包装的标记

时，组织在静电放电控制程序中应考虑到标记的需要。如果确定需要标记，则应作

为静电放电控制程序的一部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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