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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智能制技术中静电释放

带来风险的保护与管理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risks caused by electrostatic
 emission in industrial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鲁思慧

摘  要：本文将从源头上对与静电放电密切相关的静电噪声诱发干扰问题的抑制与防护作研讨。并且对静电释放、布置

贯穿整个工艺链的静电释放保护区的物理学背景和如何选择合适的设备等问题以及防静电新技术发展趋势作分

析。由此以阐述半导体器件的静电破坏模式为典例作引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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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uppression and protection of interference problems such as electrostatic 

noise induced by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are discussed from the source.The physical background 

of the electrostatic release, the layout of the electrostatic release protection area running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chain, how to choose the appropriate equi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new anti-static technology are also analyzed.Thus, the electrostatic failure mode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 is illustrated as a typical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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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中国电子工业静电防护已成为众望所归的热题。

而又静电放电与自然或人为噪声密切相关，而且是其中的

首要危害。尤其是当今智能化时代已经随着人工智能、移

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进入人们的生活，从家庭到公

共场所，从工业生产到城市建设管理，智能设备已经扮演

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

的新的挑战。其因可概括有二 ：

其一、随着智能化设备发展与应用，噪声问题因电子

设备密集而出现新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构成的模块化集

成体积愈来愈小、密集度增加，噪声源和噪声受体之间的

距离在缩短，而噪声干扰的程度在上升 ；此外，随着电子

设备的性能提升，工作电路频率增加，会产生更高频率的

噪声，扩大了受影响的频率范围 ；而且，由于电子设备的

省电功能，更多的电路可以按更低的电压运行，这样低能

量噪声影响的情形在增多。

其二、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内，静电释放 (ESD) 往

往是一个不受重视的问题，它涉及到电子元器件的生产或

者再加工。从元器件穿过整个生产链，都可能出现静电释

放的现象。静电电压达到 100 伏特时，就能导致元器件遭

到预损。而只有当电压值超过 3,500 伏特的阈值时，人才

能感受到静电释放。因此，一般而言，员工无法看到、无

法听到、无法感受到静电释放现象。即便如此，在安全措

施不到位的情况下，仍可能导致元器件遭到预损。尽管元

器件已凭借零缺陷成功通过自己的质量保障体系的审核，

但只是延迟了失效时间而已，即在客户处失效。其后果是，

客户索赔和昂贵的质保服务。

从长远来看，因静电释放致使元器件失效将导致客户

对此品牌的信任度永久性地下降。这绝不是危言耸听。静

电释放的物理学背景可谓众所周知，且可以借助特殊的设

备证明其对元器件造成的损伤。凭借全面的静电释放保护

方案，可以可靠地避免因静电释放引发的损失。 

为此本文将从源头上对与静电放电密切相关的静电噪

声诱发干扰问题的抑制与防护作研讨，并且对静电释放、

布置贯穿整个工艺链的静电释放保护区的物理学背景和如

何选择合适的设备等问题以及防静电新技术发展新趋势作

分析，由此以阐述半导体器件的静电破坏模式为典例作引

导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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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件带电模式为器件的导体部 ( 芯片、电线、引线框

等 ) 带静电、器件端子接触到设备或工具夹具时放电的模

式。其发生原因是因 IC 的自动装配机的搬运部发生摩擦

带电等造成。

由上述半导体器件的静电破坏模式引导出静电产生及

其相关的理念以及如何对防止静电破坏等相关问题作分析

说明。

1.2  什么是静电与其相关技术

物质因摩擦等原因而导致正负电荷失衡、电子极性偏

向一方的现象称为“带电”。在干燥的冬天，用手接触汽车

车门时有时会听到噼啪的声响——这就是静电（其动电是

一般的电）。

静电是指物质中残留的电。因衣服和座位摩擦而附带

接触金属部分后会放电。约 3kV 噼啪！

 * 那其静电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物质均由原子组成。原子由若干带负电的电子和带正

电的原子核 ( 质子和不带电的中子 ) 组成。电子环绕于原

子核周围。这些电子就是静电的原形。在通常状态下，质

子带的正电荷电量与电子带的负电荷电量相同，所以原子

整体上呈电中性。中性的原子会因摩擦、接触或剥离等原

因而导致电子发生移动——如果带上多余电子的话便会带

负电 ；反之。如果失去电子的话便会带正电。

 * 带电种类有哪几种？

其一、因接触而带电  因 2 个物体相互接铀而带电。

分为摩擦带电、剥离带电、滚动带电、喷射带电等 4 种。 

其二、因感应而带电  未发生接触便带电。有感应带电，

因带有静电的物体接近或离开其他物体而带电。像这种没

有相互接触却带上静电的现象称为“感应带电”，例如，只

需将带电物体靠近 IC，便会发生带电现象 ( 静电感应 )。

    * 因静电感应而导致发生故障的例子

1  静电释放现象如何产生？

应该说 ,“摩擦起电顺序” 材料带电的强弱和极性决定

了“摩擦起电 顺序”。如典型的有 + 石棉、 玻璃、 人的毛发、 

羊毛、 铝、 纸、 聚氨酯、 钢、 硬橡胶、 聚脂、 聚氯乙烯、 聚

苯乙烯、 聚四氟乙烯、 硅树 - 及半导体器件等。为此防范危

险的最好保护方法首先应了解危险的性质，以及它对系统

的损害方式 . 然而通过静电电位传感器“EP 传感器”的测

量与生产现场应采取怎样的除静电措施示来实施电子产品

的静电放电保护。据此本文的研讨思路以阐述半导体器件

的静电破坏模式作引导。

1.1  半导体器件的静电破坏模式

器件的静电破坏模式大致分为以下 3 种 ：人体带电模

式 ( ㈠ BM)、机器模式 (MM)、器件带电模式 (CDM)。具

体说明见下述。人体带电模式 (HBM)，见图 1(a) 所示。

图 1(a)  所示为人体带电模式 (HBM) 示意图

人体带电模式为人体所带的电荷接触到器件端子时放

电的模式。其发生原因是因未穿着防静电腕带与导电鞋与

直接用手接触端子等造成 ；而机器模式 (MM)，见图 1(b)

所示。

图 1(b)  所示为机器模式 (MM) 示意图

机器模式 (MM) 为金属装置所带的电荷接触到器件端

子时放电的模式。其发生原因是因设备或机器人的带电、

接地不充分与电络铁的电源泄漏等造成 ；但器件带电模式

(CDM)，见图 1(c) 所示。

图 1(c)  所示为器件带电模式 (CDM)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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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或者附近的带电材料将电荷传导到电子元器件上。将

电子元器件保存在带电物体的附近即可。此外，由此可能

产生静电感应。

2.2  关于静电释放的成本因素 

* 风险因素 ：人、皮肤、头发和衣服都能够容纳并带

有大量电荷。在处理电子元器件时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

下，大量电荷可能突然传导到组件和部件上。只有在电压

值超过约 3,500 伏特时，人才能感受到静电释放。应用者

往往无法察觉到此类的静电释放现象。在多数情况下，不

同的因素相互作用，从而导致静电释放现象的发生 ：由合

成纤维制成的衣服、地毯和普通的办公椅均可能导致静电

电荷的产生。对此，绝缘鞋使人无法接地，而不合适的工

具却充当了导体。 

* 空气湿度  除了上述静电释放的风险因素之外，周围

环境的空气湿度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很低的空气湿度在此

充当静电电荷的倍增器。而非常干燥的空气将导致大量的

静电电荷产生。

* 小结构的灵敏度  电子元器件的微型化是技术进步的

一项重要指标。与此同时，各个结构之间的距离已经小于

14 纳米。结构越微小，对静电释放也就越敏感。这一情况

可能导致电气过载 (EOS)，这将导致电子元器件立即失效

或者受到预损。受到预损的元器件的功能起初完好无损，

其失效时间明显延迟，大约会在客户处失效。鉴于在技术

上取得的进步，这个问题在未来数年内将经过演化而继续

增加。根据一项针对存在缺陷的电子元器件的分析报告，

大约 40% 失效元器件是受到静电释放的影响而失效。

3  静电释放现象对电子部件和组件造成损害并

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 保护整个工艺链  造成静电释放损失的原因可能在于

工艺链中的几乎每一个点上。保护性包装的缺失可能导致

元器件在交付和储存时受损。在生产和装配期间，若对设备、

装置和员工的保护不到位，将带来隐患。即便在为保障质

量而应用的试验场的周围环境中，也可能因静电释放而发

生损失。因此，行之有效的静电释放保护的主要部分是经

过培训和配备相应防护措施的工作人员。

* 后续成本  除了索赔和质保服务之外，废品和维修成

本乍看之下也是静电释放损害的明显后果。从中期来看，

自己生产出功能存在缺陷的电子元器件也葬送了客户对品

即使工件没有带电，如果带电物体接近导电体的话，

导电体可能会因静电感应而导致内部出现极化，并产生放

电现象。见图 2 所示。

图 2  所示因静电感应产生放电现象示意图

* 除尘时必须注意哪几点？

除尘的陷阱之一，即使通过吹风将垃圾吹走后，带电

状态仍会持续。除尘的陷阱之二，某些除静电方法无法彻

底除去吸附的垃圾。对于带静电的产品，以较强的离子风

来同时进行除静电和除尘。

2  深入探索静电释放现象的背景是什么

2.1  那么背景是什么？ 

* 静电释放现象的产生  缩写 ESD 表示的是一个英文

术语，即 electrostatic discharge，即静电释放。其根本

原因在于摩擦电荷。摩擦或者分离两种静电势不同的材料

时，会产生摩擦电荷。在日常生活中，人只要在地面上行

走就会带电。由此产生的放电不平衡将在接触门把手等情

况下释放。 

* 问题因素  静电释放带来的高风险由诸多相互结合的

因素共同定义。这一高风险源于生产时工人的相互配合、

越来越小的电子元器件、设置并非恰到好处的生产线和防

护设备的不足。

* 毫无经验可循  静电释放的危险因静电电荷的全面扩

散而加剧。每种材料以及每个物体都可能带有静电电荷。

材料带电的强弱和极性决定了所谓的摩擦起电顺序。对此， 

重要的一点是 ：材料本身是否导电。只有导电材料可以通

过接地完全放电，这一点不适用于绝缘体。可以通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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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信任。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电子元器件在关键区域

失效将导致产品责任索赔。此外，后续的错误查找往往比

实施静电释放保护方案更为昂贵。

4  避免静电释放造成损失的有效举措

4.1  首先必须明确标识防静电工作区 (EPA) 和非静

电防护工作区 (UPA) 之间的界限！

具体防护基本要求与举措如下 :

* 对静电释放保护的基本要求 ： 遵守相关标准 ；登记

在册的用于整个工艺链（包括供应商和客户）的保护方法；

经过良好培训的静电释放协调员和员工以及符合规定的防

护服 ；根据规定设置防静电工作区 ； 每日检查相关事项 ；

遵循人员保护规定 ；定期执行内部审核。 

* 避免静电释放造成损失的举措  原则上应将所有使用

的元器件视为对静电释放敏感，即便实际的风险因材料和

结构而异。特别是在每次运输和储存时，须确保电子零部

件得到充分的保护， 借助特殊的屏蔽包装和合适的容器即

可实现。仅允许在特殊设置的防静电工作区对电子元器件

进行操作、装配和检验。

* 静电释放保护区 (EPA)  基于防静电工作区 (EPA) 核

心思想的考虑 ： 在防静电工作区中，所有使用的材料必须

具有可传导性并以相同电位接地。由此可以完全避免静电

电荷和电位差。在这种情况下，防静电工作区 (EPA) 可以

由单个工作岗位、确定的平面或者整栋大楼构成。与非静

电防护工作区 (UPA) 不同的是，仅允许经过培训的人员和

经过指导的访客进入防静电工作区。 

* 在防静电工作区 (EPA) 中执行作业  仅允许经过培

训的人员操作对静电敏感器件 (ESDS)。此外，在静电释

放保护之内或之外，皆须务必遵循适用于 ESDS 的包装规

定。若出于工艺技术原因而必须在防静电工作区 (EPA) 中

使用可带电材料，那么由其产生的静电场的强度不得超过

100V/cm。

4.2  注意防静电工作区操作时的预防措施与注意存

在静电释放危险的元件

* 防静电地板  所用的地板是每个防静电工作区的主要

部分。防静电地板具有传导性并与地相接。由此可以在行

走等情况下可靠地导出电荷。固定式地板由不同的板层构

成，其借助多条铜带将电荷传导至地面。在根据 DIN EN 

61340-5-1 之规定挑选和订购合适的地板后，应务必在安

装结束后立即遵循专业要求执行首次验收工作！ 

* 保养与养护  鉴于地板与静电释放保护息息相关，因

而必须确保其始终处于最佳状态。那么第一个问题便是，

何人何时如何清洁地板。与此同时，以蜡为基础的养护产

品和洗涤剂不适用于防静电地板，因为会削弱地板的导电

性。必须定期测量检查地板的正确功能，并且具备相应的

操作和工作指南。

* 防静电工作岗位  为防静电工作区而制定的普遍适用

的指令自然也适用于防静电工作区 (EPA) 中的所有工作岗

位。如果可能的话，须禁止在操作区域使用任何可带电的

材料。如果必须使用此类材料（键盘、监视器、电话、打印机），

那么必须与操作区域保持安全距离。在此也必须通过测量

进行查证。整个工作区域应该具有传导性并接地。这一点

特别适用于工作台、底柜、抽屉、货架和运输车。同样地，

部件箱、存储箱、盖板和工具均必须由可传导性材料制成。

个人物品（如：食物和饮品）须始终留在防静电工作区 (EPA)

之外。

5  对防静电工作岗位的要求（见图 3所示）

下图 3 所示为对防静电工作岗位的要求示意图。具体

有如下相关要求与对风险因素防护的分析。

图 3  所示对防静电工作岗位的要求示意图

* 关于防静电椅  从静电释放保护的角度看来，办公椅

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因素。鉴于所用材料的种类繁多，办公

椅并非始终具有传导性。出于这一原因，为在防静电工作

区中执行作业，必须根据 DIN EN 61340-5-1:2009 第

5-1 部分（附录 1）之要求，使用防静电坐具（椅子）。防

静电椅的生产十分复杂，因而也更为昂贵。对于价格看似

实惠的产品，应务必注意其标识的正确性和符合性证明。

* 伴随照明灯的风险因素  在防静电工作区和工作岗位

上，易受静电释放影响的元器件所处的静电场的强度不得



196 2021.05·磁性元件与电源 2021.05 PB·磁性元件与电源

征稿邮箱：bigbit@big-bit.com

超过 100V/cm。要实现这一点，首先须尽可能全面地放

弃可带电材料的使用。使用带电能力强的材料（如 ：玻璃

或者塑料）将带来巨大风险。主要的危险来源于放大灯和

臂式灯，因其在使用时往往非常靠近产品。出于这一原因，

应遵循 DIN EN 61340-5-1:2008 第 5-1 部分的规定仅

使用防静电照明工具。见图 4 所示。

(EMIFIL®) 应用作说明。   

EMI 静噪滤波器 (EMIFIL®) 应用  EMI 静噪滤波器

(EMIFIL®) 是为电子设备提供电磁噪声抑制的电子元件，

配合屏蔽罩和其他保护装置一起使用。这种滤波器仅从通

过连线传导的电流中提取并移除引起电磁噪声的元件。图

5 为 EMI 静噪滤波器外形图。

图 4  所示为防静电照明工具示意

* 伴随鞋的风险因素  如果人在防静电地板上不与地面

产生任何电接触，那么具有导电性并接地的防静电地板的

作用可谓微乎其微。普通鞋子的作用往往与绝缘体一样。

虽然鞋内的自然湿气令袜子成为绝缘体，但却不是鞋底。

具有导电性的鞋子或者鞋接地带将我们的躯体与防静电地

板相连，使其具有传导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在行走时可

靠地传导出电荷。须每日检查人通过鞋与地面建立电气连

接的正确功能特性。对此，须使用个人接地测试仪 (PGT)。

6  静电保护器件 ---EMI( 电磁干扰 )静噪滤波

器的应用

应该说 EMI( 电磁干扰 )、EMC( 电磁兼容性 ) 等噪声

对策一直是个问题。凭借在该领域获得的经验为基础与通

过产品群和设计支持模拟软件等的支持，可获得对应针对

各种应用的噪声的解决方案。由此， 对于静噪效果强的噪

声，可用 EMI 静噪滤波器、AC 电源线用滤波器，在完成

集成后也可采取有相应对策的铁氧体磁芯、微波吸收片，

保护半导体免受外部侵入静电的损害的 ESD 保护器件等

各种能够实行静噪对策的元件。值此仅对 EMI 静噪滤波器

图 5  为 EMI 静噪滤波器外形图

7  后话 -- 防静电新技术发展趋势

中国防静电产业高峰论坛  智能化时代已经随着触控、

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热名词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从家庭到公共场所，从工业生产到城市建设管理，智能设

备已经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

时，也带来的新的问题。

其中之一正是电子工业生产的“大敌”——静电问题。

由静电问题引起的电子器件不可靠，已不再只是生活中的 

小困扰和小麻烦，而是成为了影响我们生活安全的重大问

题。由此呈现防静电新技术发展新趋势。

其二是离子导电型高分子聚合物在防静电制品中的应

用。随着新兴电子行业的蓬勃发展和电子通讯技术的飞速

进步，传统的防静电产品和防静电技术已经不再适合新形

势的应用，离子导电性高分子聚合物因其特性非常适合于

电子行业的静电防护。

其三是系统级防静电标准及策略。除了产品在生产、

测试时的静电防护外，使用周期的静电防护也非常重要，

要从根源上防护静电，必须在 IC 的防护上入手，设计合

理的防静电电路，选择合适的防静电元件，疏堵结合，保

障电子产品可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