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3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建筑电气防雷接地设计要点浅析
王春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DOI:10.32629/btr.v3i7.3262
[摘 要] 随着我国科技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对建筑电气的设计的各方面要求也随着人们的要求和认
识在不断提升。对于建筑物来说,防雷接地设计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其设计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整
个建筑物能否安全地使用。为了防止雷击事故的发生,必须要了解防雷接地装置可能出现的最大电位,
在设计中采取相应的措施。本文就对建筑物的防雷接地设计做出一些相关经验的总结和分析,同时也为
此类设计做出系列的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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