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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机组 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风力发电机组(以下简称机组)防雷装置的检测程序、检测项目、检测要求、检测方法、
检测周期和检测数据整理。

本标准适用于600kW及以上的陆上机组的防雷装置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900.53 电工术语 风力发电机组

GB/T16895.22—2004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5-53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隔离、开关和控

制设备 第534节:过电压保护电器 
GB/T18802.1 低压电涌保护器(SPD) 第1部分: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 性能要求和试

验方法

GB/T18802.21 低压电涌保护器 第21部分:电信和信号网络的电涌保护器(SPD)性能要求和

试验方法

GB/T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T33629—2017 风力发电机组 雷电防护

3 术语和定义

GB/T2900.5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防雷装置 lightningprotectionsystem;LPS
用以对某一空间进行雷电效应防护的整套装置,它由外部防雷装置、内部防雷装置两部分组成。

3.2
外部防雷装置 externallightningprotectionsystem
由接闪器、引下线和接地装置组成,主要用于防护直击雷的防雷装置。
本标准中外部防雷装置指叶片接闪器、机舱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组成的防雷系统。

3.3
内部防雷装置 internallightningprotectionsystem
除外部防雷装置外,所有其他附加设施均为内部防雷装置,主要用于减小和防护雷电流在需要防护

空间内所产生的电磁效应。

3.4 
电涌保护器 surgeprotectiondevice;SPD
用来限制瞬态过电压及泄放相应的瞬态过电流的装置,它至少含有一个非线性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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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等电位连接 equipotentialbonding
将分开的诸金属物体直接用连接导体或经电涌保护器连接到防雷装置上以减小雷电流引发的电

位差。

3.6
接闪器 air-terminationsystem
外部LPS的一部分,用于截获雷击的金属部件,如叶片接闪器、机舱接闪器。

3.7
引下线 downconductor
用于将雷电流从接闪器传导至接地装置的导体。如叶片引下线、金属塔筒或塔架等。

3.8
接地电阻 earthingresistance
人工接地极或自然接地极的对地电阻和接地线电阻的总和,称为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

3.9
雷电防护水平 lightningprotectionlevel;LPL
与一组雷电流参数值有关的序数,该组参数值与在自然界发生雷电时最大和最小设计值不被超出

的概率有关。
注:雷电防护水平用于根据雷电流一组相关参数值设计防雷措施。 

3.10
协调配合的SPD装置 coordinatedSPDprotection
一套适当选择的电涌保护器,在配合和安装后可以减少电气和电子装置的故障。
注:SPD的配合包含连接电路,从而实现整个装置的绝缘配合。

3.11
接地体 earthelectricrode
埋入土壤中或混凝土基础中作散流用的导体。

3.12
接地装置 earth-terminationsystem
由接地体和连接网络组成的完整装置。

4 检测项目

4.1 外部防雷装置包括以下部分:

a) 叶片防雷装置:接闪器、引下线;

b) 机舱防雷装置:机舱接闪器、引下线、外部裸露金属装置;

c) 接地装置:机组基础接地电阻。

4.2 内部防雷装置包括以下部分:

a) 等电位连接装置:电气柜、机组附属装置(金属爬梯、电器设备,如免爬器、振动监测仪等);

b) 电涌保护器。

5 一般规定

5.1 检测依据

风力发电机组应依据GB/T33629—2017的规定进行雷电防护水平分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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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检测仪器要求

测量和测试仪器应符合国家计量法规的规定,部分检测仪器的主要性能和参数指标参见附录A。

5.3 检测周期

防雷装置宜每年检测一次,对于雷电特殊地区的机组可适当调整检测周期。

5.4 检测程序

5.4.1 检测应在机组停机的状态下进行。

5.4.2 检测前应对使用仪器仪表和测量工具进行检查,保证其在计量合格证有效期内并能正常使用。

5.4.3 首次检测时,应先通过查阅机组防雷设计技术资料和图纸,了解并记录受检单位防雷装置的基

本情况,再与受检单位协商制定检测方案后进行现场检测。

5.4.4 现场检测时,可按先检测外部防雷装置,后检测内部防雷装置的顺序进行,将检测结果填入防雷

装置安全检测原始记录表(参见附录B)。

5.4.5 对受检单位出具检测报告。

6 检测要求和方法

6.1 叶片防雷装置

6.1.1 接闪器

6.1.1.1 要求

6.1.1.1.1 叶片接闪器的数量应符合设计文件中的技术要求。

6.1.1.1.2 叶片接闪器的材质规格应符合表1的要求。

6.1.1.2 检测

6.1.1.2.1 检测接闪器的数量,应符合6.1.1.1.1的规定。

6.1.1.2.2 检测接闪器的材质规格与设计,应符合表1的规定。

6.1.1.2.3 检测现场接闪器与原设计图纸是否一致。

6.1.1.2.4 检测接闪器的固定是否可靠,接闪器截面积不应小于表1的要求。

表1 接闪线(带)、接闪杆的材料、结构和最小截面

材料 结构
最小截面

mm2
备注

铜

镀锡钢

单根扁钢 50 厚度2mm

单根圆铜 50 直径8mm

钢绞线 50 —

单根圆钢 176 直径15mm

铝

单根扁铝 70 厚度3mm

单根圆铝 50 直径8mm

铝绞线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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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材料 结构
最小截面

mm2
备注

铝合金

单根扁型导体 50 厚度2.5mm

单根圆形导体 50 直径8mm

绞线 50 直径15mm

外表面镀铜的单根圆形导体 50
径向镀铜厚度至少250μm,

镀铜纯度99.9%

热浸镀锌钢

单根扁钢 50 厚度2.5mm

单根圆钢 50 直径8mm

绞线 50 —

单根圆钢 176 直径15mm

不锈钢

单根扁钢 50 厚度2mm

单根圆钢 50 直径8mm

绞线 70 —

外表面镀铜的钢

单根圆钢 50 直径15mm

单根扁钢(厚2.5mm) 50
镀铜厚度至少250μm,

镀铜纯度99.9%

6.1.2 引下线

6.1.2.1 要求

6.1.2.1.1 引下线的材质规格应符合表2的要求。

6.1.2.1.2 叶片接闪器至叶根引下线末端的过渡电阻宜不大于0.24Ω。

6.1.2.2 检测

6.1.2.2.1 检测引下线的材质规格与设计,应符合表2的要求。

6.1.2.2.2 检测引下线生产厂家提供的质量证明文件。

6.1.2.2.3 检测引下线与叶片根部法兰或其他连接处的连接是否可靠,引下线截面应符合表2的要求。

6.1.2.2.4 检测引下线与接闪器的电气连接性能,其过渡电阻应满足6.1.2.1.2的要求。

表2 引下线材质规格要求 单位为平方毫米

材料 结构 最小截面

铜

镀锡铜

单根扁铜 50

单根圆铜 50

铜绞线 50

单根圆铜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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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单位为平方毫米

材料 结构 最小截面

铝

单根扁铝 70

单根圆铝 50

铝绞线 50

铝合金

单根扁型导体 50

单根圆形导体 50

绞线 50

外表面镀铜的单根圆形导体 50

热浸镀锌钢

单根扁钢 50

单根圆钢 50

绞线 50

单根圆钢 176

不锈钢

单根扁钢 50

单根圆钢 50

绞线 70

外表面镀铜的钢
单根圆钢 50

单根扁钢(厚2.5mm) 50

6.2 机舱防雷装置

6.2.1 接闪器

6.2.1.1 要求

接闪器的材质规格应符合表1的要求。

6.2.1.2 检测

6.2.1.2.1 检测接闪器的材质规格与设计,应符合表1的规定。

6.2.1.2.2 检测现场接闪器与原设计图纸是否一致。

6.2.1.2.3 检查接闪器的焊接固定的焊缝是否饱满无遗漏,焊接部分补刷的防锈漆是否完整,接闪器截

面是否开焊、截面积应满足表1要求,接闪器的固定支架应能承受49N的垂直拉力。

6.2.2 引下线

6.2.2.1 要求

检测引下线的材质规格应符合表2的要求。

6.2.2.2 检测

6.2.2.2.1 检测引下线的材质规格与设计,应符合表2的规定。

6.2.2.2.2 检测引下线生产产家提供的质量证明文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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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3 检测引下线与叶片根部法兰或其他连接处的连接是否可靠,引下线截面应符合表2的要求。

6.2.2.2.4 检测引下线与接闪器的电气连接性能,其过渡电阻应不大于0.24Ω的要求。

6.3 接地装置

6.3.1 要求

6.3.1.1 单机工频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10Ω。

6.3.1.2 塔筒底部末端与接地扁钢的连接应不少于3处,连接导体的规格材质应符合表3的要求,导体

表面应做防腐处理并做接地标识。

6.3.1.3 连接导体与接地体的搭接。扁钢使用焊条焊接时,搭接长度应不小于其宽度的2倍。

表3 接地体最小截面积要求 单位为平方毫米

材料 结构 最小截面

铜

镀锡钢

单根扁钢 50

单根圆铜 50

钢绞线 50

单根圆钢 176

铝

单根扁铝 70

单根圆铝 50

铝绞线 50

铝合金

单根扁型导体 50

单根圆形导体 50

绞线 50

外表面镀铜的单根圆形导体 50

热浸镀锌钢

单根扁钢 50

单根圆钢 50

绞线 50

单根圆钢 176

不锈钢

单根扁钢 50

单根圆钢 50

绞线 70

外表面镀铜的钢
单根圆钢 50

单根扁钢(厚2.5mm) 50

6.3.2 检测

6.3.2.1 连接导体接触面的过渡电阻不应大于0.24Ω。

6.3.2.2 接地电阻测量应在雨后连续3天晴天后进行测量。

6.3.2.3 测量使用的接地电阻测试仪应具备异频测量功能,测试电流不应小于3A,测试方法参见附

录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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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 当对机组进行测量时,应断开:

a) 箱变高压侧电源;

b) 机组接地体与塔筒底部末端的连接;

c) 升压变压器高压侧电缆屏蔽接地线;

d) 有光纤金属加强筋存在时,应断开光纤金属加强筋;

e) 与之连接的邻近其他机组的地网。

6.3.2.5 测试前应查看接地装置的验收图纸,避免与接地网的施工方向重叠;一般宜对机组进行至少两

个测向的接地电阻测试,接地电阻值取各测向的平均值。

6.3.2.6 检测塔筒底部末端与接地扁钢的连接,应不大于0.24Ω的要求。

6.3.2.7 检测接地体与连接导体的搭接,应符合6.4.1.2的要求。

6.4 等电位装置

6.4.1 要求

6.4.1.1 等电位连接应满足表4的要求,等电位连接尽可能走直线,连接线尽可能短。

6.4.1.2 不同连接排之间的连接导线、连接排和接地装置之间连接导线的最小截面积应符合表4的要

求。内部金属装置和连接排之间连接导线的最小截面积应符合表5的要求。

6.4.1.3 风力发电机组轴承的等电位应满足GB/T33629—2017中8.4.4的要求。

表4 连接排之间、连接排和接地装置之间连接导线的最小截面积

LPS类型 材料 截面积/mm2

Ⅰ-Ⅳ

铜 14

铝 22

钢 50

表5 内部金属装置和连接排之间连接导线的最小截面积

1-Ⅳ

铜

铝

钢

5

8

16

连接电涌保

护器的导体

电气系统

电子系统

Ⅰ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

Ⅱ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

Ⅲ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

D1类电涌保护器

其他类的电涌保护器

(连接导体截面积可小于1.2mm2)

铜

6

2.5

1.5

1.2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6.4.2 检测

6.4.2.1 检测等电位连接线是否满足表4的规定。

6.4.2.2 检测接地线两端的连接应可靠,接地线应有黄绿颜色标识,或在连接点处应有接地标识。

6.4.2.3 检测接地线的连接处不应有松动和锈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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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4 对于轴承两端采用石墨或其他低阻抗导体作等电位连接时,其过渡电阻不应大于0.24Ω;采用

间隙结构时,需要测量间隙距离并与设计文件保持一致。

6.4.2.5 检测设备、构架、均压环、钢骨架(爬梯)等大尺寸金属物(塔筒、机舱内的金属附属物)与共用接

地装置连接处的过渡电阻,测量结果不应大于0.24Ω。

6.5 电涌保护器(SPD)

6.5.1 要求

6.5.1.1 机组电气柜的防雷分区应满足GB/T33629—2017中附录E、附录F的规定。

6.5.1.2 应使用经国家认可的检测实验室的检测,SPD的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应符合GB/T18802.1
和GB/T18802.21的规定。

6.5.1.3 SPD安装的位置和等电位连接位置应在各防雷区的交界处,当线路能承受预期的电涌时SPD
可安装在被保护设备处。

6.5.2 检测

6.5.2.1 检查电气柜的防雷分区和电涌保护器配置是否符合GB/T33629—2017中附录E、附录F的

规定。

6.5.2.2 SPD运行期间,会因长时间工作或因处在恶劣环境中而老化,也可能因受雷击电涌而引起性

能下降、失效等故障,因此应定期进行检查。如测试结果表明SPD劣化或状态指示指出SPD失效,应
及时更换。

6.5.2.3 用N-PE环路电阻测试仪,测试从并网柜(环网柜)引出的分支线路上的中性线(N)与保护线

(PE)之间的阻值,确认线路为TN-C或TN-C-S或TN-S或TT或IT系统。

6.5.2.4 对SPD进行外观检查,SPD的表面应平整、光洁、无划伤、无裂痕和烧灼痕或变形,SPD的标示

应完整和清晰。

6.5.2.5 检查SPD是否具有状态指示器,电源SPD状态指示器是否指示“正常”状态。

6.5.2.6 检查安装在电路上的SPD限压元件前端是否有脱离器。如SPD无内置脱离器,则检查是否

有过电流保护器,检查安装的过电流保护器是否符合GB/T16895.22—2004中534.2.4的规定;检查安

装在配电系统中的SPD的Uc 值应符合GB/T21431—2015中表4的规定。

6.5.2.7 检查安装的电信、信号SPD的Uc 值应符合GB/T21431—2015中表6的规定。

6.5.2.8 检查SPD安装工艺,检测接地线与等电位连接带之间的过渡电阻不应大于0.24Ω。

6.5.2.9 检测并记录各级SPD的安装位置,安装数量、型号、主要性能参数(如Uc、In、Imax、Iimp、Up 等)
和安装工艺(连接导体的材质和导线截面,连接导线的色标,连接牢固程度)。

6.5.2.10 SPD两端的连接导体应符合相线采用黄色、绿色、红色、中性线用蓝色,保护地线采用黄绿双

色线,其截面积规格应符合表5的规定。并联接线时,电源SPD引入至引出端的引线长度不宜超过

50cm。

6.5.2.11 检测安装在电路上的电源SPD的过电流保护模式(优先供电或优先保护)。如优先供电,则
检测SPD过电流保护器(熔断器)是否符合GB/T16895.22—2004中534.2.4的规定。

6.5.2.12 检测SPD安装工艺,检测SPD接地线是否松动,接地线应符合黄绿色标的规定。

6.5.2.13 检测SPD的压敏电压、泄漏电流和绝缘电阻,测量方法和合格判据应符合GB/T21431—

2015中5.8.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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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部分检测仪器的主要性能和参数指标

A.1 测量工具和仪器

A.1.1 尺

钢直尺:测量上限(mm):150、300、500、1000、1500、2000。
钢卷尺:自卷式或制动式测量上限(m):1、2、3、3.5、5。
摇卷盒式或摇卷架式测量上限(m):5、10、15、20、50、100。
卡钳:全长(mm):100、125、200、250、300、350、400、450、500、600。
游标卡尺:全长(mm):0~150。
分度值(mm):0.02E.1.2。

A.1.2 经纬仪

测风经纬仪:
测量范围:仰角:-5°~180°。
方位:0°~360°。
读数最小格值:0.1°。

A.2 接地电阻测试仪

测量范围    最小分度值

0Ω~1Ω 0.01Ω
0Ω~10Ω 0.1Ω
0Ω~100Ω 1Ω
接地电阻测试仪应采用异频测试,测试电流不应小于3A。

A.3 土壤电阻率测试仪

许多工频接地电阻测试仪具有土壤电阻率测试功能,综合多种测试仪,仪器主要参数指标见

表A.1。

表 A.1 土壤电阻率测试仪主要参数指标

测量范围/(Ω·m) 分辨率/(Ω·m) 精度

0~19.99

20~199.9

200~1999

0.01

0.1

1

±(2%+2πa×0.02Ω)

ρ
2πa≤19.99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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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续)

测量范围/(Ω·m) 分辨率/(Ω·m) 精度

2×103~19.99×103 10
±(2%+2πa×0.2Ω)

19.99 ρ2πa≤199.9Ω

20×103~199.99×103 100
±(2%+2πa×2Ω)

ρ
2πa≤199.9Ω

A.4 毫欧计

毫欧计主要用以电气连接过渡电阻的测试,含等电位连接有效性的测试,主要参数指标见表A.2。

表 A.2 毫欧表参数指标

显示范围/mΩ 分辨率/mΩ 测量电流/A 精度

0~19.9 0.01 0.1 ±(0.1%+3d)

20~200 0.1 0.1 ±(0.1%+2d)

A.5 绝缘电阻

A.5.1 绝缘电阻测试应用及主要仪器

绝缘电阻测试主要用于采用S型连接网络时,除在接地基准点(ERP)外,是否达到规定的绝缘要求

和SPD的绝缘电阻测试要求。
绝缘电阻测试仪器主要为兆欧表,按其测量原理可分为:
———直接测量试品的微弱漏电流兆欧表;
———测量漏电流在标准电阻上电压降的电流电压法兆欧表;
———电桥法兆欧表;
———测量一定时间内漏电流在标准电容器上积聚电荷的电容充电法兆欧表。兆欧表可制成手摇

式、晶体管式或数字式。
除兆欧表外,也可以使用1.2/50μs波形的冲击电流发生器进行冲击,以测试S型网络除ERP外的绝缘。

A.5.2 兆欧表或绝缘电阻测试仪主要参数指标

兆欧表或绝缘电阻测试仪主要参数指标见表A.3。

表 A.3 兆欧表或绝缘电阻测试仪主要参数指标

额定电压/V 量限/MΩ 延长量限/MΩ 准确度等级

100 0~200 500 1.0

250 0~500 1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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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续)

额定电压/V 量限/MΩ 延长量限/MΩ 准确度等级

500 0~2000 ∞ 1.0

1000 0~5000 ∞ 1.0

2500 0~10000 ∞ 1.5

5000 2×103~5×105 1.5

A.6 环路电阻测试仪

N-PE环路电阻测试仪不仅可应用于低压配电装置接地型式的判定,也可用于等电位连接网络有

效性的测试,其主要参数指标见表A.4。

表 A.4 环路电阻测试仪主要参数指标

显示范围/Ω 分辨率/Ω 精度

0.00~19.99 0.01

20.00~199.9 0.1

200~1999 1

±(2%+3d)

A.7 指针或数字万用表

万用表应有交流(a.c.)和直流(d.c.)的电压、电流、电阻等基本测量功能,也可有频率测量的性能,
其主要参数指标见表A.5。

表 A.5 万用表主要参数指标

性能 量程 分辨率 精度

电流电压(d.c.)

0.2V
2V
20V
200V
400V

0.1mv
1mV
10mV
100mV
1000mV

±(0.8%+2d)

交流电压(a.c.)
200V
400V
750V

0.1mV
1mV
10mV

±(1.5%+10d)

电流(a.c.或d.c.) 10A 1mA ±(0.5%+30d)

电阻 30MΩ 1Ω ±(0.1%+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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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压敏电压测试仪

压敏电压测试仪主要参数指标见表A.6。

表 A.6 压敏电压测试仪主要参数指标

量程 允许误差 恒流误差
0.75U1mA下漏

电流量程

漏电流测试

允许误差

漏电流

分辨率

0V~1700V ≤(±2%+1d) 5μA 0.1μA~199.9μA ≤(2μA+1d) 0.1μA

A.9 电磁屏蔽用测试仪

电磁屏蔽用测试仪主要参数指标见表A.7。

表 A.7 电磁屏蔽用测试仪主要参数指标

频率范围 输入电平范围 参考电平准确度

0.15MHz~1GHz -100dBm~20dBm ±1dBm(8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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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检测数据整理

B.1 检测结果的记录

在现场将各项检测结果如实记入原始记录表,如有雷电辅助记录装置,可对其数据记录保存。

B.2 检测结果的判定

将各项检测结果与相应的技术要求进行比较,判定各检测项目是否合格。

B.3 防雷装置检测报告

依据本标准进行检测后,检测机构应出具相应检测报告。

B.4 防雷装置检测业务表格式样

B.4.1 接闪器检测记录表见表B.1,叶片雷电记录卡检测记录表见表B.2。

表B.1 接闪器检测表

形式 金属叶尖接闪器
点状接闪器

(导流条)
标准符合性

(或与设计文件)

接闪器数量

接闪器截面积

接闪器材料

备注

表B.2 叶片雷击记录装置检测表

叶片雷电记录卡检测记录 叶片A/kA 叶片B/kA 叶片C/kA

叶片编码:

读卡时间:

品牌型号:

卡片编码:

卡片数据:

B.4.2 叶片引下线检测记录表见表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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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叶片引下线检测表

形式 铜导线 铝合金导线
标准符合性

(或与设计文件)

引下线长度

引下线截面积

与叶尖电气导通性

导线执行标准

备注

B.4.3 轴承两端、塔筒连接法兰接触电阻检测记录表见表B.4。

表B.4 轴承两端、塔筒连接法兰接触电阻检测表(不适用间隙旁路)

序号 检测部位 标准值/Ω 测量值/Ω
测量结果

(平均值)

1

2

3

4

5

6

7

8

9

10

1#叶片变桨轴承旁路

2#叶片变桨轴承旁路

3#叶片变桨轴承旁路

主轴承旁路

偏航轴承旁路

第一段与第二段塔段等电位跨线

第二段与第三段塔段等电位跨线

第三段与第四段塔段等电位跨线

第四段与第五段塔段等电位跨线

水泥基础塔架及其他形式与塔筒连接跨线

0.24Ω

B.4.4 配电装置电涌保护器检测记录表见表B.5,信号装置电涌保护器的检测记录表见表B.6。

表B.5 配电装置电涌保护器检测表

级别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编号

安装位置

产品型号

安装数量

Uc 标称值

标称电流

Iimp或In

Up 检测值

Iie测试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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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5(续)

级别 第一级 第二级 第三级

状态指示器

引线长度

连线截面/mm2

过电流保护

遥信状态

表B.6 信号装置电涌保护器的检测表

安装位置 1 2 3

产品型号

安装数量

Uc 标称值

电流Iimp或In

Up 检测值

Iie测试值

引线长度

连线截面/mm2

B.4.5 接地电阻检测表见表B.7。

表B.7 接地电阻检测表

项目名称: 测量方法: 测量时间:

标准值 第1测向 第2测向 第3测向
测试结果

(平均值)
机组编号

按设计值确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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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机组接地电阻测量方法

C.1 接地电阻测量方法

接地装置接地电阻的测量应采用三极法。
接地装置接地电阻的数值,等于接地装置的对地电压与通过接地装置流入地中的工频电流的比值。

接地装置的对地电压是指接地装置与地中电流场的实际零位区之间的电位差。

C.2 电极布置

C.2.1 三角形布置

采用三极法测量接地电阻,电极可采用三角形布置,见图C.1。电压极与接地网之间的距离d12,
电流极与接地网之间的距离d13,一般取d12=d13≥2D,夹角≈30°,D 为接地网最大对角线长度。测

量时,沿接地网和电流极的连线移动3次,每次移动距离为d13的5%左右,如3次测得的电阻值接近

即可。
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设计要求,如无特殊规定,单台机组的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设计值。

图 C.1 三角形布置

C.2.2 直线形布置

采用交流电流表-电压表法测量接地电阻,电极可采用直线形布置,见图C.2。电压极与接地网之间

的距离d12,一般取d12≥2D。电流极与接地网之间的距离d13,一般取d13≥4D。D 为接地网最大

对角线长度。测量时,沿接地网和电流极的连线移动3次,每次移动距离为d13的5%左右,如3次测

得的电阻值接近即可。
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设计要求,如无特殊规定,单台机组的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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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2 直线形布置

C.3 测量注意事项

测量接地电阻时应注意:

a) 测量时接地装置应与基础环断开;

b) 电流极、电压极应布置在与线路或地下金属管道垂直的方向上;

c) 应避免在雨后立即测量接地电阻;

d) 允许采用其他等效的方法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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