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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步,市政工程建设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市政工程是一个城市精
神风貌的展现,电气系统的安全在市政工程设计中十分重要。接地系统和等电位联结是保证市政电气工
程安全的主要方式,在市政电气工程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了市政电气工程建设中接地
系统的分类,讨论了接地系统和等电位联结对市政电气工程安全性的影响,希望对市政电气工程设计人
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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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Municipal engineering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of a city, and the safety of electrical system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design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Grounding system and equipotential connection is the main way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municipal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electrical engineering.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grounding system in the municipal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grounding system and the equal potential connection on the safety of the municipal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hopes to help the municipal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s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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