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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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锥形）
12-00001A

放电枪头
（圆形） 
12-00002A

放电枪头
（球体/30mm）

12-00006A

●符合ISO10605 ed.2-2008的放电枪。

●可做电容器/电阻 150Pf-330Ω 330Pf-330Ω的试验。

●可在确认窗口中确认到电容器/电阻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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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藏在CR组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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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　格

产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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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征

●符合ISO10605 ed.2-2008的放电枪。

●可做电容器/电阻 150Pf-2kΩ 330Pf-2kΩ的试验。

●可在确认窗口中确认到电容器/电阻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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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kΩ±10%（内藏在CR组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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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　格

产品构成

品名 型号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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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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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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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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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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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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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815-330

TC815-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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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枪固定部

150pF-330欧姆
CR组件
06-00069A

先端外壳330欧姆用
03-00063A

330pF-330欧姆
CR组件
 06-00070A

放电枪头
（圆锥形） 
12-00001A

放电枪头
（圆形） 
12-00002A 

放电枪头
（球体/30mm） 

12-00006A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Sim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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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测量仪器我们推荐在此位置上
插入20dB程度的高频用的衰减器

静电试验器本体

法拉第笼

负载电阻安装的详细

1200mm以上要配示波器

离负载电阻中心到个
边距离为0.5m以上

同轴电缆尽量要短

放电枪
利用放电枪固定架（选件中的PS-806等）或者支架
来固定住放电枪
※放电枪不需用手支撑

接在离负载电阻正下方0.5m的位置，
并且接地电缆要往正后方拉紧

非导体三脚架支撑

同轴电缆

负载电阻（电流
变换检测器）

在电缆长度的一半的地方折起，
与法拉第笼的接地端子连接

0.5m

1200mm以上

衰减器B

负载电阻
（电流变换检测器）

50Ω同轴接合器电缆

同轴电缆

同轴电缆

内接连接器

外接连接器

a

a

网络分析仪

衰减器A

a : 校正网络分析仪的要点

负载电阻（电流检测用）　型号：06-0006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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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衰减器　型号：00-00010A(6dB) / 00-00011A(20dB)
是用来保护测量仪器。测电流波形时是为了保护示波器。

同轴电缆　型号：02-00132A
是可对应高频的电缆。
是用来连接负载电阻和示波器的。
另外准备了 BNC-SMA（02-00132A）接头

GND电缆固定架　型号：03-00060A
观测静电波形时，为了把放电枪接地电缆绷紧
的固定架。

放电枪固定台　型号：03-00061A
用法拉第笼或者负载电阻安装板来看波形时用
来固定放电枪的治具

ISO10605 Annex F用耦合板　型号：03-00065A
是 ISO 10605 ed2.0  2008 规格所记载中的一个参考试验中
的试验用的耦合板，耦合的部分（铜制）和绝缘块成一套
※不包括标准接地板

放电枪专用小包　型号：09-00005A
是放电枪，CR 组件的专用小包

●对应型号：TC-815-2K/330

　负载电阻（电流波形检测器）的校正

校正负载电阻用结合器 连接负载电阻的形象图

静电试验器的电流波形的确认需要用法拉第
笼或者中间安装电流波形观测用的负载电阻
的尺寸至少为 1.2m×1.2m 的金属板，还有
1GHz 以上示波器。首先把放电电极（放电
枪先端枪头）接触到负载电阻上，此时静电
试验器得设定为接触放电模式。并且规格还
要求试验器的电流回路电缆要在其电缆长度
一半的地方折回，接在离负载电阻 0.5m 正
下方的位置的端子上。

■输出电流波形的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