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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防雷措施的实施,可最大限度的保障生产区域的正常生产秩序,使其在雷雨季节到来时,能最大
限度的免遭雷击及雷击电磁脉冲的危害,从而达到较为理想的雷电防护效果。本文通过对大柳行金矿燕
山矿区防雷设计实例,分析和总结了防雷接地系统施工过程中主要技术参数接地电阻的变化情况,希望
能为以后类似的工程提供较好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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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Analysis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Technology of Daliuhang Gold Mine
Chengzhi Wang
Shandong Jinjin Jinchuang Group Co., Ltd. Daliuhang gold mine, Penglai District, Yantai City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measures can maximize the normal production order of
the production area, so that it can maximize the protection from lightning strike and lightning strike
electromagnetic pulse when the thunderstorm season comes, so as to achieve the ideal lightning protection effect.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change of grounding resistance of the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grounding system, hoping to provide better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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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会对暴露在空气中的电源线以及控
制信号线,还有金属的管道,线槽等很多
设备都会产生感应电压,这种电压就会
沿着线路通道快速进入设备,并造成设
备的破损。当雷云到来的时候,地面上的
导体物体就很产生很高的电位,在此过
程如果和其他的导体发生了放电现象,
电流就很容易进入弱电系统,直接对其
造成其损坏。
1.3地电位反击。防雷装置会面临结
闪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雷电会顺着电路
直接进入接地的装置,由于大地存在一
定的电阻,所以雷电的电荷不能够很快

浪涌保护器安装方法

的释放给大地,那么就很容易引起局部
电位上升,这种就很容易对人身造成伤
害,还有可能会损害到其他的用电设备
或者零部件等,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
很大的。
1.4目前井架防雷现状分析。对于井
架雷击的现象来说,它所造成的安全隐
患是更大的,他不仅会威胁到人身安全
还会为其他的建筑与设备以及财产生命
造成重大威胁。所以当前,我们探测到矿
山企业的防雷措施的构成太过于简单,
这是非常不符合目前的状况标准的需要
更进一步的加强与改善。

2 现场勘测
蓬莱市大柳行金矿燕山矿区位于大
柳行镇南部山区,989井位于山体上,选

分阶段保护

建筑物有配电室、卷扬机室、提升机控
制室、提升井架、办公室、生活区平房。
989井配电、监控系统未安装电涌保
护器；办公室是瓦脊房,屋顶无避雷带；
矿区的提升井井架已经完工,井架高度
51.5米,井口内部在做局部的土建项目。
矿区院内有5个摄像头,配电室接地
电阻2.2Ω；卷扬机房接地电阻3.4Ω；
井架接地电阻3.8Ω。目前该井架未安装
有效的防雷设施,存在极大的安全生产
隐患。

3 防雷设计
3.1防直击雷措施。依据现在建筑物
的结构来对其进行标准的规范,其标准
为GB50057-2010。对于提升架的标准为
第三类的防雷建筑设计,并且还要计划
在提升架的上面安装一个3米高的避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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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支撑杆1根,支撑杆上端加装LMD-B型导

电涌保护器前端加装C63A-3P空开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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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压变压器后端出口到设备总配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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