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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 要求产品日益向高集成化 高

密度 高可靠 多功能方向发展 随之 在电子 通讯 航

天 航空 石化 火工等行业 由于静电放电造成的危害也

日益严重 因此 静电防护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 为了解

除静电的影响和破坏 河北省华泰防静电技术研究所研

究开发出亲水泥性永久性导电粉 并应用于整体浇注防

静电水磨石地坪 为防静电技术开辟了新途径

为推广此项新技术 我们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本规

程 现批准 整体浇注防静电水磨石地坪技术规程 编号

为 推荐给各有关单位使用 在 使用过程中

请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寄交河北省保定市三丰东路 号

河北省华泰防静电技术研究所 邮政编码 以

便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 河北省华泰防静电技术研究所

参编单位 电子工业防静电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

中国航空工业规划设计研究院

中国航天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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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使整体浇注防静电水磨石地坪工程技术先进 经济合

理 安全适用 确保质量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以下环境工程的地坪

生产 使用 贮存 运输含静电敏感元器件的各种场所

电子 医药 化工等行业产品生产需要的洁净间

生产 使用 贮存 运输易燃易爆物质要求的不发火地面

要求具有耐火 耐磨 耐冲击等特殊功能的永久性防静电

场所

在执行本规程时 同时应符合我国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

防静电水磨石地砖 曲脚的予制与铺设施工 可参照本规

程进行



   

   

术 语

静电现象

由于带电体的静电场作用而引起的静电放电 静电感应 介质

极化以及静电力作用等诸现象的统称

静电放电

具有不同静电电位的物体 由于直接接触或静电场感应引起

的物体间的静电电荷的转移

表面电阻率

沿试样表面电流方向的静电电场强度与单位长度的表面传导

电流之比

体积电阻率

在试样体电流方向的静电电场强度与该处电流密度之比

导静电材料

表面电坐率小于 的静电放电保护材料

防静电材料

表面电阻率为 的静电放电保护材料

接地体

埋入大地以便与大地良好接触的导体或几个导体的组合

静电接地系统

带电体上的电荷向大地泄漏 消散的外界导出通道

导电粉

指化学性质稳定 电阻率小的一种无机材料 将其掺入绝缘材

料中可使物体具有导静电性能



       

   

施工材料 检测仪器及设备

施工材料

白水泥 采用 以上 用于彩色或浅色水磨石层

青水泥 采用 以上硅酸盐水泥 用于找平层和深色

水磨石层

砂 要求洁净 无杂质 细度模数不小于 含泥量不大

于

石渣 应大小均匀 色泽一致 洁净无杂质 无风化 粒径

除特殊要求外 宜为

装饰分格条 应按设计工艺要求 选用铜质或玻璃分格

条

导电粉 采用电阻率在 的无机材料 用于找平

层 结合层和水磨石层添加剂 禁止使用与水泥相容性差 电坐低

易氧化 易挥发的材料 如炭黑 石墨 金属粉 高分子防静电剂等

无机颜料 宜彩用耐火 耐盐碱的矿物颜料 用于水磨石

层着色 掺入量不得大于水泥重量的

钢筋 采用 并张拉调直 用于接地导电网

防静电上光腊 用于水磨石层表面处理

草酸 宜热水溶解 浓度宜 用于水磨石面层中

性处理及去污

接地防雷击压敏电阻器 采用 静

态电坐为 用于接地保护装置

电阻器 用于接地限流保护



    

   

绝缘漆 用于铜分格条和垫层表面裸露金属材料的绝缘

处理

电焊条 用于接地网的焊接

接线端子 用于接地导电网与防雷击电阻器的连接

检测仪器

直尺 用于检查地面平整度

兆欧表 量程能满足 的数字兆欧表

用于测量表面电阻及体积电坐

电极 采用铜质镀铬 园柱型 直径 长 数

量两只 用于与兆欧表配套使用

静电电压表 采用非接触式静电电压表 用于测量地坪表

面摩擦起电电压

万能表 用于检测接地导电网络

接地电阻测量仪 用于测量大地接地电阻

设 备

搅拌机

电焊机

磨石机

毛刷 耐酸板刷

电工工具

木锤



     

   

技术条件

测试要求

测试环境要求见表

表 测 试 环 境 要 求

项 目 施工后验收

温 度

相对湿度

含 水 率 小于

电性能

摩擦起电电压 地坪表面摩擦起电电压小于

地坪体积电阻 地面对接地极母线电坐应符合 电子产品

制造防静电系统检测方法 要求 其值为

地坪表面电坐 地坪表面 毫米电阻应符合 电

子产品制造防静电系统检测方法 的要求 其值

为

接地电阻 应符合 电子产品制造防静电系统检测方法

要求 不大于

机械性能

防静电水磨石地坪掺入导电粉后 其物理机械强度应满足



  

  

表 要求

表 物理机械强度

光泽度
度

抗压 抗拆
强 度 耐磨性 起尘性

大于 时大于 转
无明显磨损

外观要求

地坪表面平整 光滑 清洁 坚硬 不平度小于

地面无磨痕 无裂缝 不起砂 不起鼓

装饰分格条横平竖直 若使用铜分格条 各条端头之间不

得连接 间隙不得小于

地坪其他指标验收应符合有关建筑规范



 

   

施 工

施工前准备

施工前应按设计要求绘制平面工艺图和接地端子图

地面结构层或垫层砼标高 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表面平

整干净 不平度小于

予埋水暖 电气管道 多功能敷线器材及其他各种予埋件

应按设计要求安装完毕 结构钢筋和接地钢筋不应裸露

接于导静电接地网络的接地端子应按工艺要求予留 并设

置接线盒

水磨石分格条如采用铜质材料 应用环氧树脂漆或其他绝

缘类漆浸涂两遍 晾干备用

各种施工材料 设备 工具和消防器材应齐全

施工人员定岗 定责 确定专人负责水磨石添加剂 导电

粉 严格按配方比例加入 工作前应做技术交底 施工前应做样板

间 无条件时应做样板块 以示范

施 工

施工现场应有专人负责消防工作 并应制定专门的消防措

施

施工材料堆放整齐 对有害有污染材料应专人专室保管

施工过程中 应按工序逐项检验合格后 再进行下一道工

序的作业 且现场不宜交叉作业

施工现场温度不应低于



  

 

低洼潮湿地区首层或地下层表面须涂装一层防水涂料

地面裸露金属材料应清除掉或用绝缘漆涂刷至少 遍 干

燥后再进行下道工序

待防水涂料和绝缘漆实干后 敷设导静电接地网 采用

张拉钢筋 分格成 方阵或鱼骨状 如图

图 所示

图 方阵导静电接地网

接地用引出钢筋及限流电阻 可用防雷压能电阻兼用

钢筋网络 接点处钢筋焊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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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静电上光腊

磨石层( 添加导电粉)

结合层(添加导电粉素水泥浆)

找平层(添加导电粉内置 4接地网)

垫层

 

  

图 鱼骨状导静电接地网

接地引出钢筋及限流电阻 钢筋 交点处焊接牢固

安装限流电阻或防雷击电阻系统 地网引出部分应做绝缘

处理 具体做法见图

图 防雷击电阻器系统安装

墙 柱 体 接地引下线 防雷压敏电阻器及接线盒

地网引出线 并做绝缘 导静电接地网络

检查导静电网络系统 确保性能良好可靠



  

   

铺设防静电找平层

清扫地面 确定找平层基准点

将专用导电粉与水泥 砂按工艺说明配成 砂浆铺设

找平层 厚度宜为 并应夯实刮平

严禁裸露接地金属网 接地网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应在找平层铺设 小时后 敷设装饰分格条 将予处理

的铜分格条按设计分格模数进行嵌条 铜分格条与接地钢筋网之

剖面距离不应小于 铜分格条端头之间不应连接 其间距不宜

小于 并不应使用金属材料固定 如图 所示 非金属

分格条 则按建筑规范常规操作

图 装饰分格条敷设



   

  

结合层处理 将导电粉与白水泥按说明配比搅傍成素灰

浆 均匀刷在找平层上

铺设防静电磨石层 将导电粉 白水泥 彩石 颜料按说

明配比混合搅傍均匀 浇注水磨石地面和踢脚板 厚度宜

按常规操作 分次磨平磨光

磨石层表面处理 应在有影响面层质量的其他工程全部

完工后进行 先用 草酸沸水溶液 对地面进行中性洁净

处理 再采用防静电上光蜡打磨 蜡膜不宜太厚 严禁使用不导电

的矿物蜡



  

   

接地系统

防静电水磨石接地系统由室内接地端子 接地网 室内外

连接装置 室外接地线 入地接地极组成

静电接地系统室外部分宜做独立接地 接地极视地质条件

可设单极 双极或三极一组 极间距应大于 接地电阻不大于

静电接地可以和保护接地 工作接地等弱电接地共用一个

接地极 但需通过 限流电阻单独由接地极引出 且接地

电阻应不大于其中 低值的接地电阻

静电接地可接入建筑物已有的接地系统 但应通过

限流电阻或防雷压敏电阻器单独由接地极引出

对于某些建筑物 由于设计中已将静电接地和防雷接地及

其他接地共用一个接地极 此时 系统接地电阻必须小于 并且

在防雷接地支路之外 静电及其他接地支路应装置防雷击压敏电

阻器 以防止雷电的反击



   

   

质量检验

防静电指标的检验应在地坪施工结束 个月后或地坪含

水率小于 时进行

根据 电子产品制造防静电系统测试方法

进行地坪表面摩擦起电电压 地坪面电阻 体积电阻的检验

根据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进行接地电

阻的检验

根据 地面与楼面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进行

地坪外观 机械强度的检验



  

  

维护保养

防静电水磨石地坪在使用时不得用尖锐硬器轧压地面

地面养护打蜡时 严禁使用非导电矿物蜡

经常检查防雷压敏电阻器 有击穿应更换



   

  

附加说明

河北省华泰防静电技术研究所是专门从事防静电基础材料

和应用产品研究开发的科技企业 其研究出的系列导电粉 掺加于

不同材料 制成不同的防静电产品 其中 系列导电粉 是专

为掺加水泥而研究开发的 水泥掺加 导电粉后 可制成防静

水磨石 防静电水泥活动地板 防静电水泥自流平地坪等应用产品

项目 其中现浇防静电水磨石地坪工艺成熟 科学可靠 被用于宇

宙飞船 卫星生产厂房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火箭卫星组装厂房

厂微电子厂房 公司生产厂房等场所地坪 取得良好的防

静电效果

防静电水磨石地坪的特点

由于采用了永久性导电粉 所以地坪防静电性能永久 稳

定 可靠 使用寿命与建筑物共存

由于导电粉与水泥相容性好 添加量低 所以水磨石机械

强度不受影响 承重力强 不怕重车碾轧 不怕重物拖拉 抗压强度

可达

可根据工艺要求予埋工艺接地端子 给组建防静电生产线

和防静电环境带来极大方便和可靠

造价低廉 仅在常规建筑水磨石地坪造价基础上 增加少量

的防静电工艺费和专用材料费 具有较好的性能价格比

施工前材料准备要及时 齐全 符合要求 防静电专用导

电粉必须准备足量 不能用炭黑 石墨 金属粉和防静电剂等代替

因为炭黑 石墨电阻低 电阻极难控制 极易造成低于 的低电

阻地坪 且不易与水泥 混匀而影响水泥强度 金属粉易氧化 而氧



   

  

化的金属不导电 防静电剂易挥发 一般有效期 年 长保持

年 使防静电地坪防静电性能不能永久 所以为了保证工程

质量 规程规定只允许使用专用无机导电粉

防雷击压敏电阻器用于防静电接地系统与防雷接地共用接

地极时 串联于防静电接地引下线上

电阻器用于防静电接地系统独立接地时 串联于

防静电接地引下线上

测量电阻用的兆欧表可采用 数字兆欧表

连接于导静电接地网络的接地端子予留接线盒 可根据建

筑设计采用墙接线盒或地坪接线盒

专用导电粉的添加 必须由专人负责 以保证配方比例 无

条件做样板间时 应做样板块 规格不小于 数量不

少于 块

规程中称低洼潮湿地区首层或地下层的垫层表面须装涂装

一层防水涂料及地面裸露金属材料应清除掉或用绝缘漆涂刷至少

两遍以及铜分格条要用绝缘漆浸涂两遍晾干备用和分格条端头不

得连接 间隙不得小于 等 该措施是为了使防静电接地系统

不形成短路 则保证其独立接地系统的完整性

现浇水磨石踢脚板可不做导静电网和接地 但必须按地坪

磨石层导电粉配比添加导电粉

表面电阻及体积电阻的检测点数按 电

子产品制造防静电系统测试方法 进行 测点及制定如下

以下 测点 处

以下 测点 处

以下 测点 处

以下 测点 处

以上 测点 处

为了确保静电区域的静电消除 该区域工作人员要穿戴防



  

   

静电工作服 鞋 帽 并配带防静电工作腕带 必要时 工作台装备

离子风静电消除器 以保证达到 佳静电防护效果

上述防静电产品河北省华泰静电技术研究所均可配套提供

工程验收 为了体现科学性 公正性 防静电水磨石地坪整

体验收宜委托 电子工业防静电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进行检测

验证 该中心系取得国家技术监督局认证的防静电工程和防静电

产品检验机构 工程检验合格后 可由其签发工程合格认证证书

该中心联系方法 北京市 信箱 分箱 电子工业防静电产品

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邮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