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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雷电是雷云之间的电荷积累到一定条件后产生的放电现象。人类通过对雷电现象长期的观测,
统计观测结果,形成一套完整的防雷理论体系。建筑物防雷装置从上到下为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
三部分。防雷引下线是建筑物防雷装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引下线泄雷时急剧升温,因此对其直径和截面必
须有严格的规定,否则将危害人类安全。本文研究温升和防雷引下线直径和截面的关系,为防雷引下线的
合理选择提供了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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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ghtning is a discharge phenomenon caus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electric charges between
thunder and clouds to a certain condition. Through long-term observation of lightning phenomenon and
statistical observation results, a complete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has been formed. The
lightning protection device of the building consists of lightning receptor, down-lead and grounding device
from top to bottom. The down-lead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ghtning protection
device for buildings. As the temperature of down-lead rises sharply during lightning discharge,its diameter and
cross section must be strictly regulated, otherwise it will endanger human safety.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ture rise and the diameter and cross section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down-lead is studied,
which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reasonable selection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down-l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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