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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中所记载的内容变更时不另行通知。

可选件

TC-815R用延长电缆　MODEL:05-00047A

该产品是用于连接静电模拟试验器主机和放电枪之间的延
长电缆。长度：约3m
（非IEC标准产品）

●支持机型：TC-815R　TC-815-330/2K

自动静电放电试验系统　MODEL:ZAP-1A

●通过静电放电部位的上下移动，能以任意速度进行定量放电。
●由于试验条件的设定·放电已实现自动化，可以专注于试验
　品的动作。
●采用适应任意放置场所的省空间设计。
●能简单地编程设定试验条件，同时实现消除静电自动化。
●可根据客户产品的要求进行定制。

●支持机型：ESS-2000AX

冲击性磁场套件　MODEL:03-00030B

冲击磁场套件是用于模拟电磁感应（一种噪声的感应模式）
的套件，应与静电模拟试验器和放电枪进行组合配套使用。
TC-815R（非IEC标准产品）

●支持机型：TC-815R

冲击性电场套件　MODEL:03-00031B

冲击电场套件是用于模拟静电感应（一种噪声的感应模
式）的套件，应与静电模拟试验器和放电枪进行组合配套
使用。
TC-815R（非IEC标准产品）

●支持机型：TC-815R

降低放电枪. . . 开始放电！

项目   规格／性能

外观尺寸／重量   （W）300×（H）440×（D）400mm（不包括突起）／约12kg

Z轴 移动量 10～50mm（配合结束位置MAX50mm）

 分辨率 1mm单位

放电结束位置 设定值 0～40mm（配合移动量MAX50mm）

 分辨率 1mm单位

移动速度   1～10mm/s

※ 上图为ESS-2000的照片

Total Coordinator for EMC



静电放电模拟试验器

本试验器是，当人体或物体所带静电能量释放给电子设备时，能够评价

其耐受性的EMC试验器。

可用于所有使用AC/DC驱动的电子设备故障和功能低下等的性能评价。

本试验器是可以轻松处理复杂试验的程序型试验器。

本试验器可在面板上简单地完成各种设定，并能根据试验目的使用IEC严

酷程度、手动、扫描、过程控制等不同模式。

本试验器输出电压最高为30kV，可以进行符合EN/IEC61000-4-2、

ISO10605标准的试验。

本试验器与以往的试验器相比，实现了小型化、轻便化。而且，同时还

考虑到辐射灵敏度较高产品的试验，提供Extra模式（特别模式）。

项目 功能／规格

输出极性 正／负

输出电压 0.20kV～30.0kV±5%（30.5kVmax）

 0.20kV～10.0kV　按照步长0.01kV设定

 10.0kV～30.0kV　按照步长0.1kV设定

放电间隔 NORMAL（常规）：0.05s～600.0s±10%

 EXTRA模式（特别）：1.00s～600.0s±10%

 0.05s～9.99s　按照步长0.01s设定

 10.0s～600.0s　按照步长0.1s设定

放电次数 1次～60000次　单次放电或连续放电设定

静电放电模式 接触放电／空气放电

辐射级别模式 常规模式（NORMAL）／特别模式（EXTRA）

触发模式 放电枪触发／主机触发／外部触发

IEC标准操作模式 接触放电模式：按照2.0，4.0，6.0，8.0kV来设定

 空气放电模式：按照2.0，4.0，8.0，15.0kV来设定

手动操作模式 接触／空气放电模式

 0.2kV～30.0kV任意设定

 具有扫描功能

 具有99组记忆量

项目 功能／规格

过程控制操作模式 连续操作手动操作模式的单元

 每1个程序最多支持30级

 可以存储20个程序

警示灯 主机输出电压时：点亮    开始静电放电时：闪烁

主机充电电阻 10MΩ（与放电枪43MΩ搭配时为53MΩ）

辅助连接器 D-SUB15针　阴性连接器

 （信号灯、自动静电消除器（可选件）

 外部互锁输入、外部触发输入端子）

光通信连接器 PC通信用光连接器（RS-232接口）

驱动电源·功耗 AC100V～AC240V　50Hz／60Hz　±10%　75VA

工作温度／湿度范围 +15℃～+35℃　25%RH～75%RH（不可结露）

外形尺寸 （W）260×（H）230×（D）285mm

 （不含把手、底脚、连接器等突出的部分）

重量 约5.3kg

规格

面板

商品名称  数量

电源电缆  1根

使用说明书  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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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品

由菜单画面任选IEC Standard、Manual，继而在各试验项目的设定画面设定电压和次数、间隔等。
在Manual模式中还可以实现在扫描模式下的放电设置。
Sequence调出利用Manual设定的条件（单元），最多可以搭配30级的单元。
并且，最多可以编制20个程序。

● 简单地设定标准试验 ● 还能简单地进行详细试验设定

● 过程控制各种设定条件

可在初始画面上设定放电时的触发选择，
更加易懂。

存储了预置的IEC标准中规定的试验等级，故仅选择试验等级即可简单
地设定。

运行画面 运行画面设定画面 设定画面
初始画面

运行画面设定画面
设定画面

※ 标配日文／英文
※ 也可配置中文

在Manual中，可以选择你想要的电压、试验次数等，可以存储设定条
件。并提供了扫描功能。

在Sequence中，可以搭配在Manual中记录的条件进行试验。
最多可支持30级、20个程序。
扫描功能也可编入Sequence中。

● 其他各种功能
在Utility中，可以设定自动静电消除器、进行互锁、以及切换菜单画面
的语言。

支持多种语言!!

液晶显示屏：显示各种状态。

极性切换开关：选择放电电压的极性。

增·减按键：变更所选择的值。如果按住不动就会快速增减。

功能键：选择设定项目。

放电方式选择开关：选择接触放电（Contact）／空气放电（Air）。

TRIG开关：由主机输入触发时使用。

START开关：开始试验。 按下开关，高压电源开始工作，由主机输出高压。

STOP开关：停止试验。高压电源停止供电，主机停止输出高压。

调整对比度电位器：旋转旋钮以调整液晶显示屏颜色的深浅。试验时要调整到容易看
清的位置。

警示灯：主机输出高压时点亮、开始放电时闪烁。

具有优异辨识性的液晶面板!!

　　　　辐射模式选择开关：提供了可以诊断受试设备(EUT)故障原因（静电or辐射噪
声）的“Normal模式＆Extra模式（特别模式）”。选择Extra模式，降低来自放电枪的
辐射，可以用于辐射灵敏度较强产品的试验和区分故障原因。
※ Extra模式放电间隔设定为min1.0sec以上。

体积：约缩小12%
重量：约减轻33%

ESS-2000AX

●可以进行符合EN/IEC61000-4-2、ISO10605标准的试验。

●最高可以输出30kV的电压，使试验留有余量。

●采用了具有优异辨识性的液晶面板

●可以在IEC标准/手动/扫描/过程控制等4种模式下进行多种试验

●与以往的试验器相比较，大约缩小、减轻了33%

●通过更换CR组件，可以进行改变输出波形的上升时间和能量的试验

●考虑到辐射灵敏度较高产品的试验，提供了Extra模式（特别模式）

●通过采用抗噪声能力强的光通讯连接器，依靠PC控制和自动静电消除器等丰富的选购件支持静电放电模拟试验 

●可以搭配能够自动测试的“自动放电系统（ZAP-1A）”。

※在进行针对半导体100pF-1.5kΩ（人体模型：HBM）以及200pF-0Ω（机器模型：MM）的静电放电模拟试验时，我们提供半导体用静电放电模拟试验器 Model:ESS-6002/6008。

※使用本试验器ESS-2000AX/2002EX，即使把放电枪的电容以及放电电阻换成常数100pF-1.5kΩ（人体模型：HBM）和200pF-0Ω（机器模型：MM），规格也不能满足，敬请注意。

（老产品ESS-2000/2002也同样不能使用。）



静电放电模拟试验器

本试验器是，当人体或物体所带静电能量释放给电子设备时，能够评价

其耐受性的EMC试验器。

可用于所有使用AC/DC驱动的电子设备故障和功能低下等的性能评价。

本试验器是可以轻松处理复杂试验的程序型试验器。

本试验器可在面板上简单地完成各种设定，并能根据试验目的使用IEC严

酷程度、手动、扫描、过程控制等不同模式。

本试验器输出电压最高为30kV，可以进行符合EN/IEC61000-4-2、

ISO10605标准的试验。

本试验器与以往的试验器相比，实现了小型化、轻便化。而且，同时还

考虑到辐射灵敏度较高产品的试验，提供Extra模式（特别模式）。

项目 功能／规格

输出极性 正／负

输出电压 0.20kV～30.0kV±5%（30.5kVmax）

 0.20kV～10.0kV　按照步长0.01kV设定

 10.0kV～30.0kV　按照步长0.1kV设定

放电间隔 NORMAL（常规）：0.05s～600.0s±10%

 EXTRA模式（特别）：1.00s～600.0s±10%

 0.05s～9.99s　按照步长0.01s设定

 10.0s～600.0s　按照步长0.1s设定

放电次数 1次～60000次　单次放电或连续放电设定

静电放电模式 接触放电／空气放电

辐射级别模式 常规模式（NORMAL）／特别模式（EXTRA）

触发模式 放电枪触发／主机触发／外部触发

IEC标准操作模式 接触放电模式：按照2.0，4.0，6.0，8.0kV来设定

 空气放电模式：按照2.0，4.0，8.0，15.0kV来设定

手动操作模式 接触／空气放电模式

 0.2kV～30.0kV任意设定

 具有扫描功能

 具有99组记忆量

项目 功能／规格

过程控制操作模式 连续操作手动操作模式的单元

 每1个程序最多支持30级

 可以存储20个程序

警示灯 主机输出电压时：点亮    开始静电放电时：闪烁

主机充电电阻 10MΩ（与放电枪43MΩ搭配时为53MΩ）

辅助连接器 D-SUB15针　阴性连接器

 （信号灯、自动静电消除器（可选件）

 外部互锁输入、外部触发输入端子）

光通信连接器 PC通信用光连接器（RS-232接口）

驱动电源·功耗 AC100V～AC240V　50Hz／60Hz　±10%　75VA

工作温度／湿度范围 +15℃～+35℃　25%RH～75%RH（不可结露）

外形尺寸 （W）260×（H）230×（D）285mm

 （不含把手、底脚、连接器等突出的部分）

重量 约5.3kg

规格

面板

商品名称  数量

电源电缆  1根

使用说明书  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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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品

由菜单画面任选IEC Standard、Manual，继而在各试验项目的设定画面设定电压和次数、间隔等。
在Manual模式中还可以实现在扫描模式下的放电设置。
Sequence调出利用Manual设定的条件（单元），最多可以搭配30级的单元。
并且，最多可以编制20个程序。

● 简单地设定标准试验 ● 还能简单地进行详细试验设定

● 过程控制各种设定条件

可在初始画面上设定放电时的触发选择，
更加易懂。

存储了预置的IEC标准中规定的试验等级，故仅选择试验等级即可简单
地设定。

运行画面 运行画面设定画面 设定画面
初始画面

运行画面设定画面
设定画面

※ 标配日文／英文
※ 也可配置中文

在Manual中，可以选择你想要的电压、试验次数等，可以存储设定条
件。并提供了扫描功能。

在Sequence中，可以搭配在Manual中记录的条件进行试验。
最多可支持30级、20个程序。
扫描功能也可编入Sequence中。

● 其他各种功能
在Utility中，可以设定自动静电消除器、进行互锁、以及切换菜单画面
的语言。

支持多种语言!!

液晶显示屏：显示各种状态。

极性切换开关：选择放电电压的极性。

增·减按键：变更所选择的值。如果按住不动就会快速增减。

功能键：选择设定项目。

放电方式选择开关：选择接触放电（Contact）／空气放电（Air）。

TRIG开关：由主机输入触发时使用。

START开关：开始试验。 按下开关，高压电源开始工作，由主机输出高压。

STOP开关：停止试验。高压电源停止供电，主机停止输出高压。

调整对比度电位器：旋转旋钮以调整液晶显示屏颜色的深浅。试验时要调整到容易看
清的位置。

警示灯：主机输出高压时点亮、开始放电时闪烁。

具有优异辨识性的液晶面板!!

　　　　辐射模式选择开关：提供了可以诊断受试设备(EUT)故障原因（静电or辐射噪
声）的“Normal模式＆Extra模式（特别模式）”。选择Extra模式，降低来自放电枪的
辐射，可以用于辐射灵敏度较强产品的试验和区分故障原因。
※ Extra模式放电间隔设定为min1.0sec以上。

体积：约缩小12%
重量：约减轻33%

ESS-2000AX

●可以进行符合EN/IEC61000-4-2、ISO10605标准的试验。

●最高可以输出30kV的电压，使试验留有余量。

●采用了具有优异辨识性的液晶面板

●可以在IEC标准/手动/扫描/过程控制等4种模式下进行多种试验

●与以往的试验器相比较，大约缩小、减轻了33%

●通过更换CR组件，可以进行改变输出波形的上升时间和能量的试验

●考虑到辐射灵敏度较高产品的试验，提供了Extra模式（特别模式）

●通过采用抗噪声能力强的光通讯连接器，依靠PC控制和自动静电消除器等丰富的选购件支持静电放电模拟试验 

●可以搭配能够自动测试的“自动放电系统（ZAP-1A）”。

※在进行针对半导体100pF-1.5kΩ（人体模型：HBM）以及200pF-0Ω（机器模型：MM）的静电放电模拟试验时，我们提供半导体用静电放电模拟试验器 Model:ESS-6002/6008。

※使用本试验器ESS-2000AX/2002EX，即使把放电枪的电容以及放电电阻换成常数100pF-1.5kΩ（人体模型：HBM）和200pF-0Ω（机器模型：MM），规格也不能满足，敬请注意。

（老产品ESS-2000/2002也同样不能使用。）



ESS-2002EX TC-815R / ESS-801/801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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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IEC61000-4-2标准的放电枪 试验环境

与静电模拟试验器ESS-2000AX或者ESS-2002EX搭配

使用，可以进行符合ISO10605标准的试验。

●符合IEC61000-4-2标准的放电枪

●可更换充、放电电容器及放电电阻（通过选购件实现）

项目 规格／功能

输出电压 0.20～30kV±5％

充电用电容器 150pF±10％（内置于CR组件当中）标配的CR组件中不能更换放电电阻。

放电电阻 330Ω±5％（内置于CR组件当中）标配的CR组件中不能更换放电电阻。

充电电阻 约43MΩ（在试验器的主机当中内置有10MΩ，合计53MΩ）

放电电流／上升时间間 进行接触放电试验时（接触放电），请参照下表  

尺寸 放电枪（W）75×（H）220×（D）210mm（放电头除外）电缆线长 约2m

重量 大约1.4kg

规格

商品名称 型号名称 数量

CR组件　TC-815R用　150pF-330Ω（固定） 06-00057A １个

放电头　 12-00001A（圆锥形） １个

 12-00002A（圆形） １个

使用说明书書  １册

附属品

TC-815R

等级

1

2

3

4

指示
电压

2ｋV

4ｋV

6ｋV

8ｋV

放电的第一
个峰值电流
(±10%)Ip

7.5A

15A

22.5A

30A

上升时间

0.7～1ns

0.7～1ns

0.7～1ns

0.7～1ns

30ns时的
电流
(±30%)

4A

8A

12A

16A

60ns时的
电流
(±30%)

2A

4A

6A

8A

±极性切换开关：可以选择放电电压的极性。

数字显示：可以进行输出电压、放电间隔、放电次数等的显示。

警示灯：主机输出高压时点亮、开始放电时闪烁。

STOP开关：试验停止。

START开关：试验开始。

▲

▲增·减开关：变更所选择的值。如果按住不动就会快速增减数值。

SELECT项目设定切换开关：每按一次SELECT开关，VOLTAGE、INTERVAL、COUNT的设定值就会闪烁。
在闪烁的状态下，可以更改设定值。

EXTRA／NORMAL辐射级别选择开关：针对放电枪的所带来的辐射，选择EXTRA（降低模式）
【开关LED点亮】／NORMAL（常规模式）【开关LED熄灭】。
选择EXTRA（降低模式）可以降低由放电枪所带来的辐射。

TRIGGER选择开关：CONTROLLER（主机触发模式）【开关LED点亮】

V STEP电压切换步长设定开关：可以改变VOLTAGE增·减的步长数值。

CONTACT／AIR放电方式选择开关：选择CONTACT（接触放电）【开关LED点亮】
选择AIR（空气放电）【开关LED熄灭】。

IEC LEVEL切换开关：在符合IEC61000-4-2标准的电压值之间进行切换。
选择CONTACT（接触放电）时以2.0kV、4.0kV、6.0kV、8.0kV，
选择AIR（空气放电）时以2.0kV、4.0kV、8.0kV、15.0kV顺序进行切换。

在符合EN/IEC61000-4-2标准的静电试验环境下，通过使用台式和落地式2

种试验器具，以扩大所支持的试验环境。试验用桌子因为是木制的，对试

验的影响较小（高频电磁场可以毫无损失地施加到受试设备上，所以具有

良好的定量性。）、因此可以进行重复性较高的试验。与此同时，具有多

种用途，可以用于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和高频噪声等试验当中。

●符合EN/IEC61000-4-2标准的静电试验环境

●可以进行重复性较高的试验

●具有多种用途，可以用于其他试验当中

项目 型号名称 尺寸 数量

试验桌 03‐00039A （W）1600×（H）800×（D）800mm  1台

垂直耦合板 03‐00005A （W）500×（H）500×（t）1.5mm 1张

参考接地板 03‐00007A （W）1800×（D）1000×（t）1.5mm  3层

绝缘衬垫 03‐00004A （W）1450×（D）650×（t）0.5mm  1枚

带放电电阻的电缆 05‐00054B 含470kΩ×2个　2m 2根

水平耦合板 03‐00020A （W）1600×（D）800×（t）1.5mm  1层

规格

ESS-801（台式）

项目 型号名称 尺寸 数量

绝缘支座 03‐00024A  （W）1200×（H）1200×（t）100mm  1台

落地式垂直耦合板 03‐00034A  （W）540×（H）1540×（D）500mm  1张

参考接地板 03‐00007A  （W）1800×（H）1000×（t）1.5mm  3层

带放电电阻的电缆 05‐00054B 含470kΩ×2个　2m  1根

ESS-801GL（落地式）

ESS-801试验配置范例

 ESS-801GL
落地式垂直耦合板

TC-815R
放电枪架为选购件。

静电放电模拟试验器

本试验器是，当人体或物体所带静电能量释放给电子设备时，能够评价其

耐受性的EMC试验器。

可用于所有使用AC/DC驱动的电子机械故障和功能低下等的性能评价。

本试验器是重视操作的简单性、具有手动向导模式的静电模拟试验器。

本试验器输出电压最高为30kV，可以进行符合EN/IEC61000-4-2、

ISO10605标准的试验。

本试验器与以往的试验器相比，实现了小型化、轻便化。而且，同时还考

虑到辐射灵敏度较高产品的试验，提供Extra模式（特别模式）。

●可以进行符合EN/IEC61000-4-2、ISO10605标准的试验。

●最高可以输出30kV的电压，使试验留有余量。

●实现了操作的简单化

●与以往的试验器相比较，大约缩小、减轻了26%。

●通过更换CR组件，可以进行改变输出波形的上升时间和能量的试验

●预置了符合IEC标准要求的试验电压。

●提供用来降低放电枪所带来的辐射的辐射降低模式。

※在进行针对半导体100pF-1.5kΩ（人体模型：HBM）以及200pF-0Ω（机器模型：MM）的静电放电模拟试验时，我们提供半导体用静电放电模拟试验器Model:ESS-6002/6008

※使用本试验器ESS-2000AX/2002EX，即使把放电枪的电容以及放电电阻换成常数100pF-1.5kΩ（人体模型：HBM）和200pF-0Ω（机器模型：MM），也不能满足其规格，敬请注意。（老产品

ESS-2000/2002也同样不能使用。）

项目 功能／规格

输出极性 正极／负极

输出电压 0.20kV～30.0kV±5%（30.5kVmax）

 0.2kV～1.0kV　按照步长0.05kV来设定

 1.0kV～30.0kV　按照步长0.1kV来设定

放电间隔 Normal（常规）：0.05s～9.99s±10%

 Extra模式（特别）：1.00s～9.99s±10%

 按照步长0.01s设定

放电次数 1次～999次　单次放电或连续放电设定

放电模式 接触放电／空气放电

辐射级别模式 常规模式（NORMAL）／特别模式（EXTRA）

触发模式 放电枪触发／主机触发

IEC LEVEL切换功能  接触放电模式：按照2.0，4.0，6.0，8.0kV来设定，

 空气放电模式：按照2.0，4.0，8.0，15.0kV来设定

项目 功能／规格

V STEP电压切换功能  0.00kV～10kV

 0.2kV～1.0kV　按照步长0.05kV来设定

 1.0kV～30.0kV　按照步长0.1kV来设定

警示灯 主机输出电压时：点亮    开始静电放电时：闪烁

主机充电电阻 10MΩ　（与放电枪43MΩ搭配时为53MΩ）

驱动电源·功耗 AC100V～AC240V　±10%　50Hz／60Hz　62VA

使用温度／湿度范围  +15℃～+35℃　25%RH～75%RH（不可结露）

外形尺寸 （W）340×（H）200×（D）170mm

 （不含把手、底脚、连接器等突出的部分）

重量 大约4.6kg

※没有提供遥控功能。

规格

面板

商品名称  数量

电源线  1根

使用说明书  1册

附属品

体积：大约缩小43%
重量：大约减轻26％

操作非常简单!!

30ns
60ns

10%

I at 60ns

I at 30ns

90%

100%
Ipeak I

t0

tr=0.7 to 1ns

符合IEC61000-4-2标准的放电电流以及波形特征

ESS-801/801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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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IEC61000-4-2标准的放电枪 试验环境

与静电模拟试验器ESS-2000AX或者ESS-2002EX搭配

使用，可以进行符合ISO10605标准的试验。

●符合IEC61000-4-2标准的放电枪

●可更换充、放电电容器及放电电阻（通过选购件实现）

项目 规格／功能

输出电压 0.20～30kV±5％

充电用电容器 150pF±10％（内置于CR组件当中）标配的CR组件中不能更换放电电阻。

放电电阻 330Ω±5％（内置于CR组件当中）标配的CR组件中不能更换放电电阻。

充电电阻 约43MΩ（在试验器的主机当中内置有10MΩ，合计53MΩ）

放电电流／上升时间間 进行接触放电试验时（接触放电），请参照下表  

尺寸 放电枪（W）75×（H）220×（D）210mm（放电头除外）电缆线长 约2m

重量 大约1.4kg

规格

商品名称 型号名称 数量

CR组件　TC-815R用　150pF-330Ω（固定） 06-00057A １个

放电头　 12-00001A（圆锥形） １个

 12-00002A（圆形） １个

使用说明书書  １册

附属品

TC-815R

等级

1

2

3

4

指示
电压

2ｋV

4ｋV

6ｋV

8ｋV

放电的第一
个峰值电流
(±10%)Ip

7.5A

15A

22.5A

30A

上升时间

0.7～1ns

0.7～1ns

0.7～1ns

0.7～1ns

30ns时的
电流
(±30%)

4A

8A

12A

16A

60ns时的
电流
(±30%)

2A

4A

6A

8A

±极性切换开关：可以选择放电电压的极性。

数字显示：可以进行输出电压、放电间隔、放电次数等的显示。

警示灯：主机输出高压时点亮、开始放电时闪烁。

STOP开关：试验停止。

START开关：试验开始。

▲

▲增·减开关：变更所选择的值。如果按住不动就会快速增减数值。

SELECT项目设定切换开关：每按一次SELECT开关，VOLTAGE、INTERVAL、COUNT的设定值就会闪烁。
在闪烁的状态下，可以更改设定值。

EXTRA／NORMAL辐射级别选择开关：针对放电枪的所带来的辐射，选择EXTRA（降低模式）
【开关LED点亮】／NORMAL（常规模式）【开关LED熄灭】。
选择EXTRA（降低模式）可以降低由放电枪所带来的辐射。

TRIGGER选择开关：CONTROLLER（主机触发模式）【开关LED点亮】

V STEP电压切换步长设定开关：可以改变VOLTAGE增·减的步长数值。

CONTACT／AIR放电方式选择开关：选择CONTACT（接触放电）【开关LED点亮】
选择AIR（空气放电）【开关LED熄灭】。

IEC LEVEL切换开关：在符合IEC61000-4-2标准的电压值之间进行切换。
选择CONTACT（接触放电）时以2.0kV、4.0kV、6.0kV、8.0kV，
选择AIR（空气放电）时以2.0kV、4.0kV、8.0kV、15.0kV顺序进行切换。

在符合EN/IEC61000-4-2标准的静电试验环境下，通过使用台式和落地式2

种试验器具，以扩大所支持的试验环境。试验用桌子因为是木制的，对试

验的影响较小（高频电磁场可以毫无损失地施加到受试设备上，所以具有

良好的定量性。）、因此可以进行重复性较高的试验。与此同时，具有多

种用途，可以用于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和高频噪声等试验当中。

●符合EN/IEC61000-4-2标准的静电试验环境

●可以进行重复性较高的试验

●具有多种用途，可以用于其他试验当中

项目 型号名称 尺寸 数量

试验桌 03‐00039A （W）1600×（H）800×（D）800mm  1台

垂直耦合板 03‐00005A （W）500×（H）500×（t）1.5mm 1张

参考接地板 03‐00007A （W）1800×（D）1000×（t）1.5mm  3层

绝缘衬垫 03‐00004A （W）1450×（D）650×（t）0.5mm  1枚

带放电电阻的电缆 05‐00054B 含470kΩ×2个　2m 2根

水平耦合板 03‐00020A （W）1600×（D）800×（t）1.5mm  1层

规格

ESS-801（台式）

项目 型号名称 尺寸 数量

绝缘支座 03‐00024A  （W）1200×（H）1200×（t）100mm  1台

落地式垂直耦合板 03‐00034A  （W）540×（H）1540×（D）500mm  1张

参考接地板 03‐00007A  （W）1800×（H）1000×（t）1.5mm  3层

带放电电阻的电缆 05‐00054B 含470kΩ×2个　2m  1根

ESS-801GL（落地式）

ESS-801试验配置范例

 ESS-801GL
落地式垂直耦合板

TC-815R
放电枪架为选购件。

静电放电模拟试验器

本试验器是，当人体或物体所带静电能量释放给电子设备时，能够评价其

耐受性的EMC试验器。

可用于所有使用AC/DC驱动的电子机械故障和功能低下等的性能评价。

本试验器是重视操作的简单性、具有手动向导模式的静电模拟试验器。

本试验器输出电压最高为30kV，可以进行符合EN/IEC61000-4-2、

ISO10605标准的试验。

本试验器与以往的试验器相比，实现了小型化、轻便化。而且，同时还考

虑到辐射灵敏度较高产品的试验，提供Extra模式（特别模式）。

●可以进行符合EN/IEC61000-4-2、ISO10605标准的试验。

●最高可以输出30kV的电压，使试验留有余量。

●实现了操作的简单化

●与以往的试验器相比较，大约缩小、减轻了26%。

●通过更换CR组件，可以进行改变输出波形的上升时间和能量的试验

●预置了符合IEC标准要求的试验电压。

●提供用来降低放电枪所带来的辐射的辐射降低模式。

※在进行针对半导体100pF-1.5kΩ（人体模型：HBM）以及200pF-0Ω（机器模型：MM）的静电放电模拟试验时，我们提供半导体用静电放电模拟试验器Model:ESS-6002/6008

※使用本试验器ESS-2000AX/2002EX，即使把放电枪的电容以及放电电阻换成常数100pF-1.5kΩ（人体模型：HBM）和200pF-0Ω（机器模型：MM），也不能满足其规格，敬请注意。（老产品

ESS-2000/2002也同样不能使用。）

项目 功能／规格

输出极性 正极／负极

输出电压 0.20kV～30.0kV±5%（30.5kVmax）

 0.2kV～1.0kV　按照步长0.05kV来设定

 1.0kV～30.0kV　按照步长0.1kV来设定

放电间隔 Normal（常规）：0.05s～9.99s±10%

 Extra模式（特别）：1.00s～9.99s±10%

 按照步长0.01s设定

放电次数 1次～999次　单次放电或连续放电设定

放电模式 接触放电／空气放电

辐射级别模式 常规模式（NORMAL）／特别模式（EXTRA）

触发模式 放电枪触发／主机触发

IEC LEVEL切换功能  接触放电模式：按照2.0，4.0，6.0，8.0kV来设定，

 空气放电模式：按照2.0，4.0，8.0，15.0kV来设定

项目 功能／规格

V STEP电压切换功能  0.00kV～10kV

 0.2kV～1.0kV　按照步长0.05kV来设定

 1.0kV～30.0kV　按照步长0.1kV来设定

警示灯 主机输出电压时：点亮    开始静电放电时：闪烁

主机充电电阻 10MΩ　（与放电枪43MΩ搭配时为53MΩ）

驱动电源·功耗 AC100V～AC240V　±10%　50Hz／60Hz　62VA

使用温度／湿度范围  +15℃～+35℃　25%RH～75%RH（不可结露）

外形尺寸 （W）340×（H）200×（D）170mm

 （不含把手、底脚、连接器等突出的部分）

重量 大约4.6kg

※没有提供遥控功能。

规格

面板

商品名称  数量

电源线  1根

使用说明书  1册

附属品

体积：大约缩小43%
重量：大约减轻26％

操作非常简单!!

30ns
60ns

10%

I at 60ns

I at 30ns

90%

100%
Ipeak I

t0

tr=0.7 to 1ns

符合IEC61000-4-2标准的放电电流以及波形特征

ESS-801/801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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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件TC815-330/2K

放电阻值　MODEL:详细如下所示

该产品为放电枪 TC-815R、TC-815-330/2K等所使用的
放电电阻。通过更换放电电阻，能够改变静电试验输出
波形。（非IEC标准产品）

●支持机型：TC-815R　TC-815-330/2K

USB 光模块 kit　MODEL:07-00022A

试验器在使用PC进行远程控制时所使用的连接器。
带有5m光纤电缆的USB－光转换器。

●支持机型：ESS-2000AX ●支持机型：ESS-2000AX

试验器在通过PC进行远程控制时所使用的连接适配器。
带有5m光纤电缆的RS-232－光转换器。

型号名称 阻值

H‐000 0Ω

H‐100 100Ω

H‐150 150Ω

H‐200 200Ω

H‐250 250Ω

H‐300 300Ω

H‐330 330Ω

型号名称 阻值

H‐400 400Ω

H‐500 500Ω

H‐1K 1kΩ

H‐2K 2kΩ

H‐1.5K 1.5kΩ

H‐5K  5kΩ

H‐10K  10kΩ

电容器组　MODEL:详细如下所示

该产品为放电枪 TC-815R、TC-815-330/2K等所使用的
电容器组。通过改变电容器组，可以改变静电试验输出
波形。（非IEC标准产品）

●支持机型：TC-815R　TC-815-330/2K

型号名称 电容器容量

06‐00013A 100pF

06‐00014A 150pF

06‐00015A 200pF

06‐00016A 250pF

型号名称 电容器容量

06‐00017A 300pF

06‐00018A 400pF

06‐00019A 500pF

06‐00032A 330pF

CR组件如下图所示，在卸掉电极之后，因为可以更换放电电阻，所以可以按照不同的要求，
重新组合电容器的容量以及阻值进行静电试验。

※ 在TC-815R标配的CR组件当中，不可以卸下电极。（禁止更换电容器和电阻。）

法拉第笼　MODEL:FC-200

法拉第笼是用于确认在IEC61000-4-2标准当中规定的放电
电流波形。因为配有脚轮，所以移动方便。

项目 规格

驱动电源 AC100V 50Hz/60Hz　3P插头

 带有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内置线路滤波器

门处正面尺寸 （W）410mm×（H）618mm

外形尺寸·重量 （W）670mm×（H）1612mm×（D）1509mm　约65kg

 3P插口×2　15A MAX

放电枪架　MODEL:PS-806

该放电枪架用于固定静电模拟试验时所使用的放电枪。

●支持机型：TC-815R　TC-815-330/2K ●支持机型：TC-815R　TC-815-330/2K

项目 规格

尺寸 （H）300mm

台座直径 160mm

重量 大约1.6kg

放电枪架（可调节）　MODEL:03-00022B

本选购件的开发是为了改善IEC61000-4-2等的静电试验环
境，通过改进以往的独立型放电枪架，使得放电枪的安装
和拆卸变得容易，并可以向受试设备的试验位置任意移
动、设置放电枪。通过使用本选购件，可以将放电枪在上
下、左右方向任意移动的同时进行静电模拟试验。
（非IEC标准产品）

自动静电消除器　MODEL:01-00013A

将本选购件与ESS-2000AX连接，可以自动消除受试设备通
过静电放电而带有的电荷。（非IEC标准产品）。

●支持机型：ESS-2000AX

警示灯　MODEL:11-00014A

本选购件用于向ESS-2000AX发出使用可能的警告。
在试验时，通过让警示灯闪烁，引起注意。

※ 连接器为DSUB连接器。

●支持机型：ESS-2000AX

●支持机型：TC-815R

提高上升时间用套件　MODEL:12-00005A

该选购件安装在放电枪上，将静电放电的电流波形的上升
时间，由IEC61000-4-2标准规定的0.7～1.0ns，缩短到近
0.2ns，实现了高速化。TC-815R用（非IEC标准产品）

负载电阻（电流检测用）　MODEL:06-00067A

放电枪支架　MODEL:03-00056A

将放电枪支架安装到ESS-2000AX的
侧面，以便放置放电枪和放电头。

●支持机型：ESS-2000AX

AUX分枝BOX　MODEL:05-00052A

该连接器的安装用于警示灯、自动静电消除器和外部触发
等同时使用的情况。

●支持机型：ESS-2000AX

放电枪专用小包　MODEL:09-00005A

负载电阻安装板　MODEL:03-00027A

本选购件用于安装，为简单确认IEC61000-4-2标准的静电
放电发生器的操作时所使用的负载电阻（电流检测器）。
是一款能够简单测量安装负载电阻（06-00001A）波形的
夹具。（非IEC标准产品）

在选购件当中，还有负载电阻（电流检测器）和示波器相
连接的半刚性电缆1m（02-00039A）和测量器保护用的衰
减器等可供你选择。

放电头　MODEL:12-00001A/12-00002A

●支持机型：TC-815R　TC-815-330/2K

放电头为静电模拟试验用的放电枪的头部。
12-00001A：圆锥形，12-00002A：圆形

示意图：CR组件的构造

电容器组
（充电、放电电容器） 弹簧 放电电阻 电极

RS232 光模块 kit　MODEL:07-00017A

●符合ISO10605 ed.2-2008的放电枪。

●可做电容器/电阻 150Pf-330Ω, 330Pf-330Ω,150Pf-2kΩ, 330Pf-2kΩ的试验。

●可在确认窗口中确认到电容器/电阻的值

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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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规格/功能

输出电压 0.20 ～ 30kV±5%

充电用电容器 150pF±10%(内藏在CR组件里）、330pF±10%（内藏在CR组件里）

放电电阻 330Ω±10%（TC-815-330）、2kΩ±10%（TC-815-2K）

充电电阻 大约33MΩ(试验器本体内藏10 MΩ，合计43 MΩ)

放电电流/上升时间 做接触放电试验时，参照以下表格

尺寸/重量  (W)75×(H)220×（D）210mm（除放电枪头）2m电缆  约1.4kg

充电用电容器/放电电阻值 最初的放电峰值电流 t1电流  t2电流

150pF/330Ω 3.75A/kV±10% 2A/kV±30%(t1=30ns) 1A/kV±30%(t2=60ns)

330pF/330Ω 3.75A/kV±10% 2A/kV±30%(t1=65ns) 1A/kV±30%(t2=130ns)

150pF/2kΩ 3.75A/kV +30%-0% 0.275A/kV±30%(t1=180ns) 0.15A/kV±50%(t2=360ns)

330pF/2kΩ 3.75A/kV+30%-0% 0.275A/kV±30%(t1=400ns) 0.15A/kV±50%(t2=800ns)

品名 型号 数量

放电枪固定部 - 1个

先端外壳330Ω用 03-00063A 1个

CR组件150pF-330Ω 06-00069A 1个

CR组件150pF-330Ω 06-00070A 1个

品名 型号 数量

放电枪头（圆锥形） 12-00001A 1个

放电枪头（圆形） 12-00002A 1个

放电枪头（球体/30mm） 12-00006A 1个

操作说明书 - 1册

放电枪固定部 - 1个

先端外壳2kΩ用 03-00064A 1个

CR组件150pF-2kΩ 06-00071A 1个

CR组件150pF-2kΩ 06-00072A 1个

放电枪头（圆锥形） 12-00001A 1个

放电枪头（圆形） 12-00002A 1个

放电枪头（球体/30mm） 12-00006A 1个

操作说明书 - 1册

放电枪固定部

先端外壳
330欧姆用
03-00063A

150pF-330欧姆
CR组件
06-00069A

330pF-330欧姆
CR组件
06-00070A

放电枪头
（球体/30mm）

12-00006A

放电枪头
（圆锥形）
12-00001A

放电枪头
（圆形）

12-00002A 

放电枪固定部

先端外壳
2k欧姆用
03-00064A

150pF-2k欧姆
CR组件
06-00071A

330pF-2k欧姆
CR组件
06-00072A

放电枪头
（球体/30mm）

12-00006A

放电枪头
（圆锥形）
12-00001A

放电枪头
（圆形） 

12-00002A

是放电枪，CR组件的专用小包

●对应型号：TC-815-2K/330

符合 ISO 10605 ed2.0 规格的测静电电流时的负载电阻。
另外还准备了
校正此负载电阻的适配器（06-00068A）

项目 规格

300kHz-1GHz ±0.5dB

1GHz-4GHz ±1.2dB

重量 大约 400g

TC-815-330 TC-815-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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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件TC815-330/2K

放电阻值　MODEL:详细如下所示

该产品为放电枪 TC-815R、TC-815-330/2K等所使用的
放电电阻。通过更换放电电阻，能够改变静电试验输出
波形。（非IEC标准产品）

●支持机型：TC-815R　TC-815-330/2K

USB 光模块 kit　MODEL:07-00022A

试验器在使用PC进行远程控制时所使用的连接器。
带有5m光纤电缆的USB－光转换器。

●支持机型：ESS-2000AX ●支持机型：ESS-2000AX

试验器在通过PC进行远程控制时所使用的连接适配器。
带有5m光纤电缆的RS-232－光转换器。

型号名称 阻值

H‐000 0Ω

H‐100 100Ω

H‐150 150Ω

H‐200 200Ω

H‐250 250Ω

H‐300 300Ω

H‐330 330Ω

型号名称 阻值

H‐400 400Ω

H‐500 500Ω

H‐1K 1kΩ

H‐2K 2kΩ

H‐1.5K 1.5kΩ

H‐5K  5kΩ

H‐10K  10kΩ

电容器组　MODEL:详细如下所示

该产品为放电枪 TC-815R、TC-815-330/2K等所使用的
电容器组。通过改变电容器组，可以改变静电试验输出
波形。（非IEC标准产品）

●支持机型：TC-815R　TC-815-330/2K

型号名称 电容器容量

06‐00013A 100pF

06‐00014A 150pF

06‐00015A 200pF

06‐00016A 250pF

型号名称 电容器容量

06‐00017A 300pF

06‐00018A 400pF

06‐00019A 500pF

06‐00032A 330pF

CR组件如下图所示，在卸掉电极之后，因为可以更换放电电阻，所以可以按照不同的要求，
重新组合电容器的容量以及阻值进行静电试验。

※ 在TC-815R标配的CR组件当中，不可以卸下电极。（禁止更换电容器和电阻。）

法拉第笼　MODEL:FC-200

法拉第笼是用于确认在IEC61000-4-2标准当中规定的放电
电流波形。因为配有脚轮，所以移动方便。

项目 规格

驱动电源 AC100V 50Hz/60Hz　3P插头

 带有过电流保护断路器　内置线路滤波器

门处正面尺寸 （W）410mm×（H）618mm

外形尺寸·重量 （W）670mm×（H）1612mm×（D）1509mm　约65kg

 3P插口×2　15A MAX

放电枪架　MODEL:PS-806

该放电枪架用于固定静电模拟试验时所使用的放电枪。

●支持机型：TC-815R　TC-815-330/2K ●支持机型：TC-815R　TC-815-330/2K

项目 规格

尺寸 （H）300mm

台座直径 160mm

重量 大约1.6kg

放电枪架（可调节）　MODEL:03-00022B

本选购件的开发是为了改善IEC61000-4-2等的静电试验环
境，通过改进以往的独立型放电枪架，使得放电枪的安装
和拆卸变得容易，并可以向受试设备的试验位置任意移
动、设置放电枪。通过使用本选购件，可以将放电枪在上
下、左右方向任意移动的同时进行静电模拟试验。
（非IEC标准产品）

自动静电消除器　MODEL:01-00013A

将本选购件与ESS-2000AX连接，可以自动消除受试设备通
过静电放电而带有的电荷。（非IEC标准产品）。

●支持机型：ESS-2000AX

警示灯　MODEL:11-00014A

本选购件用于向ESS-2000AX发出使用可能的警告。
在试验时，通过让警示灯闪烁，引起注意。

※ 连接器为DSUB连接器。

●支持机型：ESS-2000AX

●支持机型：TC-815R

提高上升时间用套件　MODEL:12-00005A

该选购件安装在放电枪上，将静电放电的电流波形的上升
时间，由IEC61000-4-2标准规定的0.7～1.0ns，缩短到近
0.2ns，实现了高速化。TC-815R用（非IEC标准产品）

负载电阻（电流检测用）　MODEL:06-00067A

放电枪支架　MODEL:03-00056A

将放电枪支架安装到ESS-2000AX的
侧面，以便放置放电枪和放电头。

●支持机型：ESS-2000AX

AUX分枝BOX　MODEL:05-00052A

该连接器的安装用于警示灯、自动静电消除器和外部触发
等同时使用的情况。

●支持机型：ESS-2000AX

放电枪专用小包　MODEL:09-00005A

负载电阻安装板　MODEL:03-00027A

本选购件用于安装，为简单确认IEC61000-4-2标准的静电
放电发生器的操作时所使用的负载电阻（电流检测器）。
是一款能够简单测量安装负载电阻（06-00001A）波形的
夹具。（非IEC标准产品）

在选购件当中，还有负载电阻（电流检测器）和示波器相
连接的半刚性电缆1m（02-00039A）和测量器保护用的衰
减器等可供你选择。

放电头　MODEL:12-00001A/12-00002A

●支持机型：TC-815R　TC-815-330/2K

放电头为静电模拟试验用的放电枪的头部。
12-00001A：圆锥形，12-00002A：圆形

示意图：CR组件的构造

电容器组
（充电、放电电容器） 弹簧 放电电阻 电极

RS232 光模块 kit　MODEL:07-00017A

●符合ISO10605 ed.2-2008的放电枪。

●可做电容器/电阻 150Pf-330Ω, 330Pf-330Ω,150Pf-2kΩ, 330Pf-2kΩ的试验。

●可在确认窗口中确认到电容器/电阻的值

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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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规格/功能

输出电压 0.20 ～ 30kV±5%

充电用电容器 150pF±10%(内藏在CR组件里）、330pF±10%（内藏在CR组件里）

放电电阻 330Ω±10%（TC-815-330）、2kΩ±10%（TC-815-2K）

充电电阻 大约33MΩ(试验器本体内藏10 MΩ，合计43 MΩ)

放电电流/上升时间 做接触放电试验时，参照以下表格

尺寸/重量  (W)75×(H)220×（D）210mm（除放电枪头）2m电缆  约1.4kg

充电用电容器/放电电阻值 最初的放电峰值电流 t1电流  t2电流

150pF/330Ω 3.75A/kV±10% 2A/kV±30%(t1=30ns) 1A/kV±30%(t2=60ns)

330pF/330Ω 3.75A/kV±10% 2A/kV±30%(t1=65ns) 1A/kV±30%(t2=130ns)

150pF/2kΩ 3.75A/kV +30%-0% 0.275A/kV±30%(t1=180ns) 0.15A/kV±50%(t2=360ns)

330pF/2kΩ 3.75A/kV+30%-0% 0.275A/kV±30%(t1=400ns) 0.15A/kV±50%(t2=800ns)

品名 型号 数量

放电枪固定部 - 1个

先端外壳330Ω用 03-00063A 1个

CR组件150pF-330Ω 06-00069A 1个

CR组件150pF-330Ω 06-00070A 1个

品名 型号 数量

放电枪头（圆锥形） 12-00001A 1个

放电枪头（圆形） 12-00002A 1个

放电枪头（球体/30mm） 12-00006A 1个

操作说明书 - 1册

放电枪固定部 - 1个

先端外壳2kΩ用 03-00064A 1个

CR组件150pF-2kΩ 06-00071A 1个

CR组件150pF-2kΩ 06-00072A 1个

放电枪头（圆锥形） 12-00001A 1个

放电枪头（圆形） 12-00002A 1个

放电枪头（球体/30mm） 12-00006A 1个

操作说明书 - 1册

放电枪固定部

先端外壳
330欧姆用
03-00063A

150pF-330欧姆
CR组件
06-00069A

330pF-330欧姆
CR组件
06-00070A

放电枪头
（球体/30mm）

12-00006A

放电枪头
（圆锥形）
12-00001A

放电枪头
（圆形）

12-00002A 

放电枪固定部

先端外壳
2k欧姆用
03-00064A

150pF-2k欧姆
CR组件
06-00071A

330pF-2k欧姆
CR组件
06-00072A

放电枪头
（球体/30mm）

12-00006A

放电枪头
（圆锥形）
12-00001A

放电枪头
（圆形） 

12-00002A

是放电枪，CR组件的专用小包

●对应型号：TC-815-2K/330

符合 ISO 10605 ed2.0 规格的测静电电流时的负载电阻。
另外还准备了
校正此负载电阻的适配器（06-00068A）

项目 规格

300kHz-1GHz ±0.5dB

1GHz-4GHz ±1.2dB

重量 大约 400g

TC-815-330 TC-815-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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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overseas-pd@noiseken.com

 

株式会社 NOISE 研究所 主页：http://www.noiseken.com

经销店

0809-03K

ESS-2000AX 

ESS-2002EX 

本手册中所记载的内容变更时不另行通知。

可选件

TC-815R用延长电缆　MODEL:05-00047A

该产品是用于连接静电模拟试验器主机和放电枪之间的延
长电缆。长度：约3m
（非IEC标准产品）

●支持机型：TC-815R　TC-815-330/2K

自动静电放电试验系统　MODEL:ZAP-1A

●通过静电放电部位的上下移动，能以任意速度进行定量放电。
●由于试验条件的设定·放电已实现自动化，可以专注于试验
　品的动作。
●采用适应任意放置场所的省空间设计。
●能简单地编程设定试验条件，同时实现消除静电自动化。
●可根据客户产品的要求进行定制。

●支持机型：ESS-2000AX

冲击性磁场套件　MODEL:03-00030B

冲击磁场套件是用于模拟电磁感应（一种噪声的感应模式）
的套件，应与静电模拟试验器和放电枪进行组合配套使用。
TC-815R（非IEC标准产品）

●支持机型：TC-815R

冲击性电场套件　MODEL:03-00031B

冲击电场套件是用于模拟静电感应（一种噪声的感应模
式）的套件，应与静电模拟试验器和放电枪进行组合配套
使用。
TC-815R（非IEC标准产品）

●支持机型：TC-815R

降低放电枪. . . 开始放电！

项目   规格／性能

外观尺寸／重量   （W）300×（H）440×（D）400mm（不包括突起）／约12kg

Z轴 移动量 10～50mm（配合结束位置MAX50mm）

 分辨率 1mm单位

放电结束位置 设定值 0～40mm（配合移动量MAX50mm）

 分辨率 1mm单位

移动速度   1～10mm/s

※ 上图为ESS-2000的照片

Total Coordinator for EM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