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电网防雷技术

国网XX省电力公司电科院

2016年7月



一、雷电对配电网的作用及危害

二、雷击断线机理

三、配网防雷主要手段

四、差异化防雷



一、雷电对配电网的作用及危害

配电网的雷电过电压分直击雷过电压和雷电感应过电压
两种。直击雷过电压由雷云放电击中架空绝缘线路产生， 因
配电线路绝缘水平低、 相间距离小， 直击雷可能击中一相
或同时击中三相， 容易造成多相闪络； 雷电感应过电压由
雷电击中架空绝缘线路附近大地或者地面上物体通过电磁感
应在线路上产生， 三相导线上的雷电感应过电压极性相同、
幅值相近，可能引起单相或多相闪络。



一、雷电对配电网的作用及危害

（1）影响电网运行安全。

（2）造成人身伤亡事故。

配电网纵横交错，绵延万里，呈网状分布，很容易遭受
雷击，给国民经济和人们生活带来严重的损失。为了确保
电力系统安全运行，采取防雷保护措施，做好配电网的防
雷工作是相当必要的。



二、雷击断线机理

（1）架空绝缘线
架空绝缘线路因雷击发生对地击穿放电后，

导线绝缘层上的放电击穿点呈一细小针孔，针孔位
置随机分布在线路绝缘子两侧、距离绝缘子轴线约
200mm范围内。雷电冲击闪络过后，接续的工频短
路电流会沿雷电放电通道起弧燃烧，高压端弧根始
于针孔处，虽受电磁力作用但因绝缘层的阻碍，固
定在针孔位置无法移动，如图所示。

当雷击引起线路两相或三相对地短路，短路电
流幅值达几 kA 至十几 kA，相对地电弧在电磁力和
热应力的作用下，弧腹向绝缘子负荷侧的上空漂移
，在空中交汇易发展成相间电弧，但弧根仍然固定
在击穿孔位置，如图所示，温度短时间内升到上千
℃，芯线瞬间气化熔断；即使雷击引起绝缘线路单
相接地， 因配电网大多采用中性点非有效接地方式
，允许带单相接地故障运行 2h，小电流电弧长时间
烧灼导线同一位置，也会烧伤导线导致断线。

(a)相对地电弧

(b) 相间电弧



二、雷击断线机理

（2）架空裸导线

对于架空裸导线来说，当其遭到雷击闪络时，工频续流起弧燃烧，弧根

在电磁力的作用下可以沿着导体表面朝负荷电流流动的方向移动，直至开关
开断。架空裸导线的电弧弧根不会固定在导线上一点处，一般不会出现雷击
断线，这与采用绝缘导线的架空线路明显不同。

综上所述，架空绝缘线路在遭到雷击时，绝缘导线极易发生断线， 而
架空裸导线遭受雷击时，其发生断线的概率较极。



三、配电网主要防雷手段
配电网中的防雷装置主要有避雷针、避雷线、避雷器，其中以避雷器居多。

（1）避雷针是配电网设备与建筑物有效防护直击雷的装置。它由杆状或塔状

导体组成，比被保护物高。避雷针靠它尖端对雷云电场引起畸变来吸引雷电荷并将
雷电流安全导入地中，从而使附近一定范围内比它低的设备或建筑物不受雷击。

（2）避雷线挂在高空中高于导线的接地导线。避雷线主要用于保护架空线路

，其保护范围由保护角决定。保护角是指避雷线与外侧导线的连线与避雷线对地垂
直线之间的夹角，保护角一般取20°到30°。

（3）避雷器是一种过电压限制器，早期主要用于限制由线路传来的雷电过电

压，后来发展为用于限制操作引起的内部过电压。避雷器实质上是一种放电器，
并联于被保护设备，其放电电压低于被保护设备的电压耐受值。正常情况下避雷器
不导电，当过电压超过其放电电压时，避雷器先放电，避雷器先放电，限制过电压
发生，达到保护设备的目的。

（4）防雷离不开接地，接地装置是电力系统雷电防护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目

前在国内外各个领域的雷电防护系统，接地装置都是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无论是
对直击雷的防护，还是对感应雷的防护，最终都需要通过接地体将雷电流传导泄散
到大地中去，以保护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从整体上讲，没有完善的接地系统，防
雷装置就不能保证其防护的可靠性，接地系统的性能将直接决定着各种防雷措施的
效果。接地装置包括接地线和接地体。



三、配电网主要防雷手段
1 避雷器
1.1 种类及适用情况
（1）保护间隙

保护间隙是一种最简单的避雷器
，结构如图1.1所示，当主间隙制成

角形时，被击穿后能使工频续流电
弧在自身电动力和热气流作用下上
升被拉长而自行熄灭。
保护间隙主要缺点是灭弧能力低

，只能熄灭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系统
中不大的单相接地电流。在我国保
护间隙只用于10KV一下配电网。



（2）管型避雷器
管型避雷器实际是一种具有较高熄弧能力的保护间隙，它由两个串联间隙组成

，一个间隙在大气中，称为外间隙，其工作就是隔离工作电压，避免产气管被流经
管子的工频泄露电流所烧坏；另一个装设在气管内，称为内间隙或者灭弧间隙，管
型避雷器的灭弧能力与工频续流的大小有关，续流太大产气过多，会使管子爆裂；
续流过小产气不足，则不能灭弧。其结构如图1.2所示。

保护间隙与管型避雷器的共同缺点是：伏秒特性太陡，且分散性大，较难与被

保护设备实现合理的绝缘配合；保护间隙动作后导线直接接地，形成幅值很高的冲
击载波。所以，他们不能被用于保护带有绕组的电力设备，如变压器、电抗器等。

管型避雷器目前仅作用于35KV以下电厂、变电所进线保护和线路个别地段的弱
绝缘保护。

三、配电网主要防雷手段



（3）阀式避雷器
阀式避雷器由非线性电阻片或非线性电阻片与放电间隙串联（或并联）组成。非线性电阻通常

称为阀片电阻，由阀片叠加串联而成。阀片应在大电流流经时呈现小电阻，以保证在雷电流通过时
压降（或残压）足够低，起到限压作用；在雷电流过后，加在阀片上的电压时电网工频电压，阀片
又呈现大电阻限制了工频续流以保证系统恢复正常运行。
（4）金属氧化物避雷器

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又称氧化锌避雷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的阀片示意氧化锌为主要材料，并
以少量的其他金属氧化物作添加剂，在1000℃以上高温结烧而成。氧化电阻片有及其优异的非线性
特点，在过电压下电阻很小，残压很低；而正常工作电压下电阻很高，实际上相当于绝缘体。
与普通阀式避雷器相比，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具有以下优点：
1）无续流，耐重复动作能力强。
2）通流容量大。与碳化硅电阻片相比，氧化锌电阻片同流能
力大4至4.5倍。
3）性能稳定，抗老化能力强，可靠性高，与其运行寿命长。
4）结构简单，适合大批量生产。

在我国10KV及以下配电网中，主要采用无间隙氧化锌避雷器，特殊时也采用带串联间隙的氧
化锌避雷器。

三、配电网主要防雷手段



三、配电网主要防雷手段

1.1.1金属氧化物避雷器常见型号
（1）带外串联间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特点为防雷动作后有残压存在，

易于熄弧，对系统的冲击小，但是该型避雷器的安装、运行调整误差较大
。单价普遍在100元左右。
（2）带内串联间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特点为防雷动作后有残压存在，

易于熄弧，对系统的冲击小，并且无安装调整误差，但是对该型避雷器检
测不易，当内间隙发生故障时容易造成避雷器损坏。单价普遍在100元左右
。
（3）不带间隙的金属氧化物避雷器：特点为动作可靠，对系统的冲击小，

并且安装容易，无安装调整误差，检测容易，但是该型避雷器的造价最高
，经济性不强，单价普遍在150元至200元之间。



三、配电网主要防雷手段

1.2避雷器的常见安装方式及特点
（1）配变高压侧避雷器

在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安装避雷器，防止雷电冲击波和
限制操作过电压对配变的侵害，有将避雷器安装在跌落式
熔断器线路侧，也有安装在跌落式熔断器与变压器高压套
管之间两种方式。对于前者，操作跌落式熔断器切空载变
压器时，由于变压器等值电容的存在，理论上这个过程将
出现幅值很高的操作过电压，可能损坏变压器高压侧绝缘
。如果将避雷器安装在跌落式熔断器的下端，跌落式熔断
器断开高压线路，避雷器依然在变压器高压侧回路，可以
防止变压器绝缘损坏。



（2）10KV线路分支(电缆)避雷器
在10KV线路分支(电缆)安装避雷器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避雷器安装在跌落式
熔断器与电缆的电气连接之间，如右上图
，这种安装方式虽然满足了规程的要求，
保护了电缆，但对雷电波入侵过程看，对
跌落式熔断器是十分不利的，雷电流经跌
落式熔断器从避雷器入地，很容易使跌落
式熔断器闪络、烧毁或脱扣，使运行人员
在雷电日事故频繁处理。

另一种方式是将避雷器安装在跌落式
熔断器的架空线路侧，即起到防雷作用，
又降低了令克的故障，如右下图所示。

三、配电网主要防雷手段



三、配电网主要防雷手段

（3）10kV电缆出线（电缆负荷开关
）避雷器

在10kV电缆出线（电缆负荷开关
）安装避雷器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将
避雷器安装在负荷开关与电缆之间，
雷电流经负荷开关入地，当负荷开关
分闸时，很容易烧坏其绝缘；另一种
方式将避雷器安装在负荷开关架空线
路侧，即达到保护要求，又不会存在
上述问题，如图所示。



三、配电网主要防雷手段
1.3.1避雷器安装
（1）新装避雷器，首先应检查其电压等级是否与被保护设备相符。
（2）新装和复装(无雷期退出运行)前，必须进行工频交流耐压试验和直流泄漏试
验及绝缘电阻的测定，达不到标准要求的，不能使用
（3）安装前，应检查避雷器是否完好。其瓷件应无裂纹、无破损；密封应完好，
各节的连接应紧密；金属接触的表面应清除氧化层、污垢及异物，保护清洁。
（4）安装时的相间距离应符合10kV时80cm的规定。水平距离均应在40cm以上
。
（5）避雷器应对支持物保持垂直，固定要牢靠，引线连接要可靠。 避雷器的上

、下引线要尽可能短而直，不允许中间有接头。其截面不应小于规定值，铝线不
小于 25mm2，铜线不小于16mm2。
（6）避雷器的安装位置与被保护设备的距离，应越近越好，对3～10kV电气设备
的距离不应大于15m 。
(7) 避雷器在安装前，应做简单的现场试验，可用2500V及以上的兆欧表测量其

绝缘电阻。每次测量，应做好记录建卡工作，以便掌握其绝缘电阻有无大的变化
，若绝缘电阻值与上次比较下降幅度很大，说明有可能是密封老化致使受潮或火
花间隙短路造成



1.3.2避雷器检修
(1)清扫避雷器表面，保证瓷套表面清洁无损。
(2)更换已锈蚀的螺栓，已锈蚀的连接线、引下线，保证接触良好，接地线、
引线先五断骨，各部分螺栓禁锢。
(3)电气试验，见下表。

序

号
试验项目名称

序

号
试验项目名称

1 绝缘电阻的测量 4
测量运行电压下的交流泄露

电流

2
电导电流和直流1mA下的电

压U1mA的测量
5

测量工频参考电流下的工频

参考电压

3 测量工频放电电压 6 检查放电计数器动作情况

避雷器试验项目

三、配电网主要防雷手段



三、配电网主要防雷手段

1.4避雷器常见故障
氧化锌避雷器故障损坏大部分原因是遭受雷击、外部污闪或自身质量问题

。下表为某地区一年内避雷器损坏情况统计,由表可知，避雷器内部氧化锌电阻
片炸裂情况最为突出。

避雷器故障情况 损坏次数 所占比例

外部污秽闪络 9 9.68%

内部氧化锌电阻片炸裂 69 74.19%

绝缘筒爆裂 15 16.13%

某地区一年内避雷器损坏情况统计

避雷器遭受雷击后，可能会由于该次雷击产生的过电压过大，直接导致内

部氧化锌电阻片炸裂，或者由于多次雷击造成的累积效应，使避雷器绝缘受到
损坏，从而造成绝缘筒爆裂；若避雷器运行于污秽物较多的地区，当在其表面
伞裙积聚的污秽足够多时，在雨雾天气容易形成沿面放电， 导致污闪；避雷器
自身的质量问题，如密封缺陷等，导致内部受潮，容易发生热击穿。



四、差异化防雷手段

配电网雷害情况与配电线路所处区域的雷电活动频度有着直接关系，

配电网的防雷必须综合考虑线路重要程度、线路及设备所处区域的雷电活
动强度、运行经验等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防雷措施。

（一）雷区及雷害风险级别划分
参考国网公司标准《雷区分级标准与雷区分布图绘制规则》，根

据地闪密度（Ng）值，将雷电活动频度从弱到强分为4个等级，7个
层级，地闪密度等级如下表所示。

地闪密度等级 地闪密度层级
Ng范围

(次/(km2·a))
对应雷区等级

对应雷电日Td范

围（天）

A级 A级 Ng < 1.0 少雷区 Td< 15

B级
B1级 1.0≤Ng <2.0

中雷区 15≤Td <40
B2级 2.0≤Ng <3.0

C级
C1级 3.0≤Ng <5.0

多雷区 40≤Td <90
C2级 5.0≤Ng <8.0

D级
D1级 8.0≤Ng <11.0

强雷区 Td ≥90
D2级 Ng ≥11.0

地闪密度等级及层级划分



四、差异化防雷手段

地名
地闪密度(次/km²·年)

地闪密度分级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XX市 2.70295 2.47154 1.90219 B2

XX市 2.53425 1.44981 2.52823 B2

XXX 2.70936 1.53775 1.48665 B2

XX市 1.90433 1.23554 2.08823 B1

XX市 1.75756 1.90013 0.60628 B1

XXX 1.80396 1.24677 1.13968 B1

XXX 1.38026 1.91404 0.84776 B1

XXX 2.15654 0.71698 1.24909 B2

XXX 1.64464 2.18803 0.28428 B1

XXX 1.96491 0.91993 0.99707 B1

XXX 1.78583 0.55523 1.18797 B1

XXX 1.98905 0.70668 0.77817 B1

XXX 1.70915 1.00652 0.5208 B1

XXX 1.05449 0.61334 1.11294 B1

XXX 1.13846 0.49025 1.0692 B1

XXX 0.9409 1.14807 0.58633 A

XXX 0.71184 0.80927 0.21547 A

各地区地闪等级划分



上表给出的是地区的地闪等级，可以作为划分雷害风险的参考，实际上不

同配网线路或者不同线路段所处区域的地闪密度都有较大差异，因此具体的雷
害风险划分需要根据区域雷电活动强度、设备雷害运行经验、环境特征、线路
重要程度等因素确定。

根据我省各地区雷闪密度情况，参考《雷区分级标准与雷区分布图绘制规
则》对雷电风险分级建议如下表所示，实际的应用中根据运行经验适当调整。

分级 分级标准

Ⅳ级
地闪密度D1、D2级，线路及设备雷害严重。线路所处区域为建筑物低矮的人口密集区或者空旷地带，该区域一旦遭到雷

击，很容易造成人身伤亡与设备损坏，严重时造成大面积停电事故。

Ⅲ级 地闪密度C1、C2级，线路雷击跳闸率较高；一般城市配网，线路所处区域为高建筑物附近，

Ⅱ级 地闪密度B1、B2级，线路雷击跳闸概率较低；一般城市配网；

Ⅰ级 地闪密度A级，一般城市配网；

雷害风险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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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电线路的差异化防雷
配电线路的防雷就是针对雷击跳闸和断线。雷击跳闸或断线必须具备两个

条件：一是雷击时雷电过电压超过线路的绝缘水平引起线路绝缘冲击闪络；二
是冲击闪络继而转为稳定的工频电弧。因此，线路的防雷主要从减少闪络或建
弧考虑。
（1）加强线路绝缘水平

以“堵塞式”的思路提高线路绝缘子绝缘水平，减少绝缘子冲击闪络，具
体措施包括：

1）更换绝缘子。对现有线路上的P-15、P-20绝缘子逐步更换更高耐雷水平

的新型复合绝缘子。由于配网中绝缘子量大，全部更换的投资太大，可以根据
线路所在区域落雷密度，对较易受雷击区域线路进行绝缘子更换。

2）提高局部线路绝缘。在绝缘导线固定处加厚绝缘。
该方法能有效降低冲击闪络几率，但是投资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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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装避雷器
以“疏导”的方式，在线路上安装避雷器，使雷电过电压通过避雷

器释放能量，该方法的优点是操作方便；缺点是：选用的避雷器必须与
线路绝缘水平项配合，启动电压过高不能够起到疏导作用；另外，避雷
器长期承受工频电压，容易老化，造成线路单相接地的故障增加，维护
量大。
（3）过电压保护间隙与绝缘子配合

在现有绝缘子并联过电压放电间隙（借助防弧金具），在绝缘子冲
击闪络前通过间隙放电。该方法必须将间隙距离与绝缘子类型匹配，例
如：P15绝缘子并联间隙距离为22~23cm，P20绝缘子并联间隙距离为
27~28cm。该方法投资相对较少，但对施工工艺要求高，间隙距离稍
有误差即失去保护作用。



（4）并联间隙绝缘子
并联间隙绝缘子即自带放电间隙

的新型防雷绝缘子，如图所示。其原
理为：在防雷支柱绝缘子的引弧棒和
下钢脚之间形成短路通道，引起闪络
放电，接续的工频电弧便在放电间隙
燃烧，以保护导线。该方法起到了提
高绝缘的同时建立雷电能量释放通道
，且安装方便；缺点是投资大，价格
是普通绝缘子的3~4倍。

并联间隙防雷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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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方法提出配电线路的差异化防雷建议为：
（1）Ⅳ级雷害区域

综合考虑各种措施的优缺点建议在每级杆塔上加装并联间隙的防雷绝缘子
。
处于空旷地段的线路可以考虑架设避雷线。
（2）Ⅲ级、Ⅱ级雷害区域

以疏导型为主，建议逐杆塔装设过电压保护间隙（采用防弧线夹、防雷型
接地环等），间隔选择其中几基杆塔装设并间隙绝缘子。
（3）Ⅰ级雷害区域

Ⅰ级雷害区域为一般区域，该类区域一般不易遭受雷击，防雷压力不大，
可以考虑在绝缘子适当加装过电压保护间隙。



（三）配电设备的差异化防雷
根据配网防雷现状对于配电设备的防雷主要是加强配电变

压器、开关设备、电缆设备等的防雷。
（1）除Ⅰ级雷害区域以外，配电变压器高、低压侧均装设避雷
器，且避雷器的安装位置要尽可能靠近变压器本体。
（2）联络开关及可能在运行方式变化中成为联络开关的两侧都
装设避雷器。
（3）环网柜、分支箱内根据设计要求柜内采用真空断路器时，
加装避雷器。当进出线电缆与电线杆上架空线连接时，要求在
电线杆上装设避雷器，若电缆长度超过50m时，环网柜内的相
应进出线柜中加装避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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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地装置的维护
按照规程要求，设置接地装置及选用接地线。
（1）在配电线路中配电变压器容量为100KVA以上时，接地电阻为4Ω以下，容量
为100KVA以下时，接地电阻应为10Ω以下。在柱上开关、刀闸等设备处或者是线
路杆塔易击段安装避雷器进行保护时，避雷器接地电阻应在4Ω以下。做好配电设
备接地电阻的测量，对不满足要求的及时进行改造。
（2）接地引下线应采用40×5或50×5的热镀锌扁钢，以防止在长期运行后出现
的腐蚀问题。
（3）做好接地装置的防腐措施。

（五）相关维护措施
（1）加强配电网的运行维护应消除绝缘弱点，也可参照输电线路定期大、小修

的办法对配电线路实行轮修、轮换，定期检测零值劣质绝缘子，检测出劣质绝
缘子并及时更换，及时消除绝缘弱点；
（2）严把绝缘子质量关，防止劣质绝缘子进入配电网，提高配电线路的绝缘水
平。
（3）加强对氧化锌避雷器的运行维护工作。加强氧化锌避雷器投运前的交接试
验和运行中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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