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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通过讲述建筑物内综合防雷,介绍了雷击对建筑物的危害,分析了建筑物防雷技术的应用,特别是等电位联结

对于微电子器件机房防护在电气防爆、防雷、防电磁干扰、防电击等建筑电气技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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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雷检测和雷灾事故调查中发现, 恩平地税办公楼
遭受雷击的事故时有发生。据分析,它们都是因为防感应雷
设施不完善,线路无防雷电波侵入措施造成的。在随着人们

-40×4 的热镀锌扁钢作地线。其中接地体埋深不小于 0.5
米。
4 防闪电感应装置安装具体方案

科技技术发展和需求, 特别是微电子的技术应用渗透到各

根据大楼周边防雷环境、土壤土质情况及五层网络机

种生产和生活领域, 微电子器件这一特点很容易受到无孔

房的重要性和使用性, 新增人工接地网作为专用的设备工

不入的雷电电磁脉冲的作用,造成微电子失控或损害,为此

作接地与安全保护接地。垂直接地体采用 R∠50×5 的热

人们对综合防雷技术越来越重视。

镀锌角钢,水平接地体采用 -40×4 镀锌扁钢,接地板采用

1 雷电过电压入侵电器设备的形式

-500×500×8 热镀锌钢板,为达降低接地电阻的目的,在地

雷电过电压入侵电器设备的形式有两种, 雷电直接击

网边缘增加接地模块(φ200×1200)。在五层网络机房静电

中线路并经过微电子设备入地的雷击过程称为直击雷；由

地板下沿内墙暗装一圈等电位接地汇集线,材料采用 -30×

雷闪电流产生的强大电磁场变化与导体感应出的过电压、

3 的紫铜带。利用两条 95mm2 的黄绿软线与人工接地网相

过电流形成的雷击称为闪电感应。闪电感应可由静电感应

连。环形接地汇集线靠近墙壁时,采用安装挂卡等方法将其

产生,也可由雷电电磁感应产生,形成感应过电压、过电流的

固定在墙壁上,所有需要接地的机壳、走线架、机柜均应就

机率很高,对建筑物内的低压电子设备威胁巨大[2]。

近接地,接地跨接线采用 16mm2 的阻燃黄绿接地软铜线,并

2 现场防雷环境介绍

应绑扎牢固、整齐,避免折弯[4]。在五层网络机房内安装两

恩平地区的年平均雷暴日为 88 天,是全国少有的暴雨

个 -400×100×5 的紫铜排作为接地排, 并预留相应的螺

和雷暴中心之一。恩平市地方税务局办公楼所属区域为多

孔。第一个接地排供防雷箱、配电箱、光缆金属加强芯、金属

雷暴区域。根据办公楼的使用性质,按《建筑物防雷设计规

外护层接地；第一个接地排应直接与地网连通,接地线采用

范》GB50057-2010 的技术标准计算, 该办公楼属于第三类

一根 95mm2 的多股铜芯线,并且尽量短、直。第二个接地排

防雷建筑物[3]。恩平市地方税务局办公楼位于恩平市区。周

供设备地、直流电源地连接,接地线采用一根 95mm2 的多

围土质一般,邻近街道及其它民用住宅,造成增设人工接地

股铜芯线与与地网连通,并且尽量短、直。要求建筑物的接

网的难度大。该建筑物内人员密集且装有大量通信、音频、

地电阻值≤4.0Ω。

监控等电子设备,强弱电交叉,属于电磁环境复杂,人员密集
的公共区。该办公大楼电源系统采用三相四线制,设有配电
房、楼层配电箱、电梯机房、网络机房等。

4.1 针对五层网络机房进行防闪电感应装置的安装
在首层配电房的总电源处安装一组Ⅰ级试验的三相电
源电涌保护器(Iimp=25KA,波形 10/350μs,共 1 组)；该配置

3 直击雷装置安装具体方案

主要针对主电源系统受到雷击时, 释放因雷击而产生的高

办公楼天面接闪带和防雷引下线焊接工艺粗糙并且年

能量,从而达到减弱雷击一级电能[5]。在五层楼层配电箱总

久锈蚀,对进出建筑物的人员安全造成威胁,必须拆除原有

电源处安装一组Ⅱ级试验的三相电源电涌保护器

腐蚀严重的接闪带并对引下线等防直击雷装置进行改造,

(In=40KA,波形 8/20μs,共 1 组),作为电源系统二级防护。

确保雷电流的泄流通道和对雷电流的接闪能力。沿天面女

在五层网络机房各电源进线处分别安装一组Ⅱ级试验

儿墙、楼梯间重新敷设 φ12 热镀锌圆钢作接闪网,并与原

的单相电源电涌保护器(In=20KA,波形 8/20μs,共 3 组),作

有屋面广告牌、金属爬梯等焊接连通。在天面各阳角处安装

为电源系统二级保护。在五层网络机房内各交换机机柜、服

φ12 热镀锌圆钢短接闪杆(L=600mm)。利用 φ12 热镀锌圆

务器、空调机前端分别安装 1 组多功能防雷插排(In=10KA,

钢作为天面防雷引下线沿墙体垂直引下, 上与接闪网焊接,

波形 8/20μs,共 10 组),作为电源系统精细保护。在五层网

下与接地装置可靠连通。增设环形闭合接地装置,用∠50×

络机房内各电脑前端分别安装 1 组网络信号电涌保护器

5 的热镀锌角钢作接地极,接地极间距为 3 米,长 2 米,利用

(In=5KA,波形 8/20μs,共 5 组),作网络线路上的雷电及电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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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在五层网络机房内调制解调器前端分别安装 1 组通

起来, 而且除了局部等电位联结箱外, 还设置两个两个

信设备电涌保护器(In=5KA,波形 8/20μs,共 2 组),作为通信

-400×100×5 的紫铜排作为接地排,一个是安全接地端子

线路终端、机房线路的雷电及电涌防护。

排,另一个是工作接地端子排。第一个接地排供防雷箱、配

4.2 针对办公楼的电源系统进行防闪电感应装置的安
装

电箱、光缆金属加强芯、金属外护层接地；第一个接地排应
直接与地网连通和第二个接地排供设备地、直流电源地连

在首层、二层、三层、四层楼层配电箱总电源处安装一

接,接地线采用一根 95mm2 的多股铜芯线,并且尽量短、直。

组Ⅱ级试验的三相电源电涌保护器(In=40KA,波形 8/20μs,

目的是减少网络机房空间各金属部件和各系统之间电位

共 4 组),作为电源系统二级防护。在六层、七层、八层、九层

差,在各个保护区的界面内都要依此连接。充分地去利用在

楼层配电箱总电源处安装一组Ⅱ级试验的三相电源电涌保

有限空间内各个等电位联结, 主要为了电位均衡或者相等,

护器(In=40KA,波形 8/20μs,共 4 组),作为电源系统二级防

为雷电流提供低阻抗通道,以使它迅速泄流入大地,从而保

护。在顶层电梯机房总电源处安装一组Ⅱ级试验的三相电

证人员和设备不受侵害。

源电涌保护器(In=40KA,波形 8/20μs,共 1 组),作为电源系

5 结束语

统二级防护。

通过以上论述, 防雷是建筑物必不可少的一个措施,现

4.3 针对办公楼五层的进行等电位联结

代建筑因为其内部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的使用, 使其受到

由于大楼内的弱电线路及强电线混合布置在一起,因

雷击危害的概率大大增加,形式也越来越多。所以,现代的建

此接地引入线必须单独穿 PVC 管到达机房等电位接地汇

筑防雷设计应该全面考虑雷击的危害的各种因素, 应采用

集线及接地排。在人工接地网引出端安装铜芯线引上至环

综合防雷系统设计,外部防直击雷,内部防雷雷电电磁脉冲,

形接地汇集线、接地排,其中环形接地汇集线采用两条规格

结合外部防雷和内部防雷的各种措施保护建筑、设备、人员

不小于 95mm2 的黄绿铜芯线,接地排采用一条规格不小于

的安全。

95mm2 的黄绿铜芯线。接地引入线长度不宜超过 30 米,接
地引入线与地网的连接点应避开接闪杆、接闪带的引下线
连接点,埋设时应避开污水管道和水沟,裸露在地面以上部
分,应有防止机械损伤和防腐的措施[6]。五层网络机房采用
环形接地汇集线作为接地母线, 并且安装两个接地铜排,一
个接地排用于 SPD、交流配电箱等强电接地,另一个作为设
备排用于弱电接地[7]。环形接地汇集线安装在墙壁上,在五
层网络机房静电地板下沿墙壁暗装一圈等电位接地汇集
线,材料采用 -30×3 的紫铜带。环形接地汇集线靠近墙壁
时,采用安装挂卡等方法将其固定在墙壁上,并且根据设备
的位置预留等电位连接端子孔,将所需要接地的机壳,机柜、
走线架等利用接地跨接线与接地汇集线连接。接地跨接线
采用 16mm2 的阻燃黄绿接地软铜线,并应绑扎牢固、整齐,
避免折弯[8]。通过局部等电位联结把五层网络机房中：服务
器、电池、4 个电柜和两部空调通过 25 平方多股铜线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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