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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与评估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气象局气溶胶与云降水重点开放实验

室，南京 210044；2.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81；3. 复旦大学大气科学

研究院，上海 200438；4.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广州 510080） 

 

摘 要：本文在中国气象局广州野外雷电试验基地设计开展了风力发电机组雷电能量耦合试验。2011 年 7 月 30

日的一次人工触发闪电试验中，测量得到了触发闪电电流和风机塔筒内的感应电压及感应电流。本次试验测得的

触发闪电电流为衰减振荡波形的先驱脉冲电流，通过分析可知，先驱脉冲电流各个脉冲的幅值达到了 850~1162.5 

A；频谱为一单峰曲线，幅值呈单调快速增加趋势，在频率为 351.875 kHz 处幅值达到峰值，随后幅值呈单调快速

衰减趋势，先驱脉冲电流能量主要集中在 0~800 kHz 低频段内。风机塔筒内发电机相线 L2 上感应电压峰值达到

-8.876 kV，控制线CL上测得的感应电压峰值达到 2.39 kV，发电机相线L1—L3回路测得的感应电流峰值达到 1.118 

kA，双绞方式敷设的回路上感应电流的峰值仅为-60.55 A。试验结果表明：1、可使用高磁导率材料对低频段闪电

磁场进行屏蔽；2、风机周围发生闪电时，风机塔筒内部电子电气线路上产生的感应电压和感应电流已经超过了终

端设备的耐受水平，可能会造成其损坏；3、通过双绞布线方式，可以最大程度降低信号线路对雷电能量的耦合。 

关键词：风机；人工触发闪电；先驱脉冲电流；频谱分布；感应电压；感应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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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energy coupling testing from lightning to wind turbines is designed and carried out in Guangzhou 

Field Experiment Site for Lightning Research and Testing of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Triggered lightning 

current, induced voltage and current inside the wind turbine tower are measured during an artificially triggered lightning 

experiment on July 30, 2011.The trigger lightning current measured in this experiment are precursor pulse current with 

damped oscillation waves. Through the analysis，pulse amplitude of the precursor pulse current can reach 850~1162.5 A; 

the spectrum is a single peak curve; the amplitude monotonically rises rapidly and reaches the peak value at the point of 

351.875 kHz; then, the amplitude attenuates monotonically and rapidly; the energy of precursor pulse current is mainly 

concentrated among the low frequency range of 0~800 kHz. The peak value of induced voltage in phase line L2 of gener-

ator inside the wind turbine tower reaches-8.876 kV; the peak value of induced voltage in controlling line reaches 2.39 kV; 

the peak value of induced current in generator’s phase L1—L3 circuit is 1.118 kA; the peak value of induced current in 

twisted pair laying circuit is only -60.55 A.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1 high-permeability material can be used to shield 

the low frequency magnetic field caused by lightning; 2 induced voltage and current in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circ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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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C15015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775007，41775009)；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费

(2018Z003)。 

The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2017YFC1501506),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775007, 

41775009)， and the Basic Research Fund of Chinese Academy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s (2018Z003). 

网络首发时间：2019-04-15 09:05:41
网络首发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39.TM.20190411.0947.015.html



 高电压技术  

2 High Voltage Engineering 

inside the wind turbine towers may exceed insulation level of terminal equipments and cause damage when lightning oc-

curs; 3 energy coupling from lightning to signal lines can be reduced to the lowest level through the twisted pair wiring 

mode. 

Key words：wind turbine; artificial triggered lightning; precursor pulse current; spectrum distribution; induced voltage; 

induced current 

 

0 引言 

风力发电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到 2017 年，

全球风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5.39 亿 KW，中国风电

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1.88 亿 KW，位居世界第一位。

在风机运行过程中，雷电已经成为引起风机运行故

障的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根据德国、丹麦和瑞

典等国家的统计，每年风机遭受雷击导致损坏的概

率达到了 3.9%—8.0%[1]。根据对德国 1032 处风机

雷击故障按照组件进行的分析可知，电子电气系统

的损坏占到故障总数的 70.5%。根据我们所做的有

关统计，电子电气系统的损坏占到风机雷击故障总

数的 71%。目前风电防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就

是对机组内部电子电气系统上的闪电感应电压和感

应电流能量不是十分清楚，这就导致尽管现代化风

电机组在建设时就已经安装了 SPD（Surge Protec-

tive Device，电涌保护器）产品，但依然屡屡因雷

击受到损坏。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

准确了解真实闪电与风电机组内电子电气系统的能

量耦合过程。可以通过理论仿真来研究风电机组内

部闪电电磁场及感应电压和感应电流分布规律。赵

海翔等建立了简化的风电机组“塔筒—传输线”模

型，对风电机组遭受雷击时其内部金属线路上的暂

态过电压进行了计算分析[2]。王晓辉等提出了一种

闪电击中风机塔筒情况下计算塔筒内部电磁场分布

的计算算法，该方法将塔筒等效为 RLC 电路网络，

雷电流作为激励源，通过求解电路方程得到塔筒上

的暂态电流分布，再根据麦克斯韦方程计算出塔筒

内感应电磁场的分布[3-4]。Liu 等分析了风力发电机

定子绕组上的雷电过电压和风电机组上的雷电流传

播途径[5]。Zhang 等对闪电击中风机后塔筒内部信

号线上产生的过电压进行了仿真研究[6]。Wang 等计

算了风机塔筒被闪电击中时，其内部垂直电缆上的

感应电流分布[7]。陈亚洲等研究了雷电电磁脉冲对

双绞线网络的耦合规律[8]。张晓等研究了雷电脉冲

电磁场对电站敏感设备的电磁干扰影响以及发生故

障的概率[9]。以上研究成果对于制定有效的风电机

组过电压防护方案有一定的帮助。上述研究过程中

部分使用的是理想信号源，如 1.2/50 μS 标准雷电冲

击电压，10/350 μS 标准雷电冲击电流，这些标准测

试信号源与真实的自然闪电电流之间存在很大的差

别。 

为了研究真实闪电条件下，金属线路上的感应

电压和感应电流，国内外开展了利用自然闪电和触

发闪电作为激励源来研究线路上感应电压和感应电

流的试验。陈绍东等利用人工触发闪电技术对自动

气象站采集器电源线路的感应电压进行了观测[10]，

2011 年，通过将触发闪电电流引入通信铁塔，测量

了闪电电流的分流情况，并对闪电电流波形进行了

分析。杨少杰等通过人工触发闪电试验发现，自然

界的雷电电流特征与实验室使用的冲击测试脉冲电

流存在很大的差别，自然界的雷电流波形一般持续

时间比较长，其包含的能量比实验室标准测试波形

的能量要高得多。此外，自然界的雷电流，一般包

含了多次回击过程，多个脉冲间隔时间很短地施加

到 SPD 产品上产生的破坏效应相对于实验室单脉

冲波形有很大差别[11]。李鹏飞等研究了多脉冲雷电

冲击下 ZnO 压敏电阻的破坏形式[12]。Malcolm 等研

究了风电场中低压避雷器的能量处理能力，研究结

果表明，避雷器吸收的能量与闪电电流波形有密切

的联系[13]。Richter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风机承受的

过电压与普通交流电源系统的过电压差别很大，需

要考虑不同的过电压波形[14]。对侵入到风机内部过

电压过电流的波形特征和能量水平了解得还不够清

楚准确，是实验室测试合格的 SPD 产品安装到风机

上后保护失效的根本原因。 

在真实闪电条件下对风电机组能量耦合过程

的研究做得很少。为了研究风力发电机组内部电子

电气系统与闪电能量的耦合过程，中国气象科学研

究院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联合在中国气象局广州野

外雷电试验基地（Guangzhou Field Experiment Site 

for Lightning Research and Testing）开展了基于人工

触发闪电的风电机组雷电能量耦合过程试验。这是

国内首次进行此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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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设计 

1.1  试验场地 

本试验是在中国气象局广州野外雷电试验基

地进行的。广州野外雷电试验基地始建于 2006 年，

位于中国广东省从化市，该地区年雷暴日超过 80

天。基地拥有先进的试验设备，包括雷电电流测量

设备，电、磁场高速同步观测系统，雷电声、光、

电、磁综合同步观测系统，闪电宽带辐射场测量系

统，广东省闪电定位系统，等等。基地具备开展人

工触发闪电试验、雷电物理特征综合观测试验、闪

电定位系统试验、雷电预警技术开发试验、雷电防

护试验的软、硬件条件，同时能够满足一些试验设

备开发和观测等工作的需求。 

1.2  试验布置 

风机防雷测试试验的平面分布如图 1 所示，试

验风机与引流杆东西方向的距离为 15 m，南北方向

的距离为 45 m，二者之间的直线距离为 47.43 m。

试验的原理是利用触发闪电电流作为激励信号源，

测试风机内部电子电气系统上产生的响应信号。触

发闪电电流通过同轴分流器进行测量，在本试验设

计中，引流杆下方串联两组不同量程的同轴分流器，

测试量程分别为±5 kA 和±50 kA，触发电流入地

点地网的接地电阻是 5.1 Ω。试验场还布置了普通大

气电场仪、快慢电场天线、磁天线和高速摄像机等

设备用于辅助测量。本试验的测试原理如图 2 所示。 

试验用风力发电机顶端安装了一台功率为 5 

kW 的三相发电机，输出三根相线分别为 L1，L2和

L3，风机塔筒内部垂直敷设了一条控制线 CL。风力

发电机塔筒内部设置了 4 个测量点，包括 2 个电压

测量点和 2 个电流测量点。在发电机相线 L2上和控

制线 CL 上分别设置了一个感应电压测量点，测量

这两条线路上产生的感应电压。将发电机的输出相

线 L1 和 L3 在底端相连形成一个回路，回路的高度

为 9.0 m，宽度为 0.05 m，测量该回路上产生的感

应电流。此外，为了验证金属线路在双绞敷设方式

下对雷电电磁场能量的耦合效果，试验还在塔筒内

部垂直方向敷设了一条双绞线 TP，双绞线上下两端

各自连通，测量双绞线回路上产生的感应电流。发

电机相线 L2 上感应电压的测量原理是将雷电感应

电压先通过衰减倍数为 275 倍的分压器进行分压，

再通过 100 倍的衰减器连接到隔离采集器上。控制

线 CL 上感应电压的测量原理是将雷电感应电压先

通过衰减倍数为 277.2 倍的分压器进行分压，再通

过 100 倍的衰减器连接到隔离采集器上。发电机相

线L1—L3回路感应电流的测量原理是先通过 100倍

的罗氏线圈将测试回路上的雷电感应电流信号转换

成电压信号，再通过 100 倍的衰减器连接到隔离采

集器上。双绞线回路上感应电流的测量原理是通过

1000 倍的罗氏线圈将感应电流转换成电压信号，再

连接到隔离采集器上。隔离采集器将电压信号转换

成光信号，通过测量光纤将信号传送到位于测量控

制室的接收终端，接收终端将光信号再转换成电信

号，输入接收计算机，通过专用程序将测量信号接

收保存下来，供后续分析研究使用。图 3 是本试验

的现场照片。 

 

图 1  风机防雷测试试验平面分布图 

Fig.1  Plane distributing plot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testing for 

wind turbine 

 

 

图 2  风电机组控制系统感应电压和感应电流测试原理图 

Fig.2  The diagram of testing principle for induced voltage and 

current in the wind turbine controll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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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试验用风力发电机及测试装置 

Fig.3  The wind turbine and measuring instruments used in 

experiments 

 

1.3  试验测试数据 

2011 年 7 月 30 日傍晚六点左右，试验场上空

乌云密布，天空中电闪雷鸣，参试人员做好了一切

准备等待最佳的天气条件。六点整，雨变小，此时，

地面电场强度已经达到 15.8 kV/m，指挥员发射火

箭，两三秒后，试验场上空亮起一道闪光，触发闪

电获得成功，距离试验场 1000 m 处的高速摄像机

捕捉到了试验成功时的影像，如图 4 所示，图中电

流通道底部较亮的一段，是闪电电流通过金属导线

部分发出的亮光，图像大小为 360 像素×640 像素。

测量控制室内的示波器成功将触发闪电电流记录下

来，感应电压和感应电流测量系统成功将风机塔筒

内的信号记录下来。 

2  测试数据分析 

2.1  触发闪电电流 

图 5 是触发闪电电流，包含了 6 个主要的组成

波形，分别用 W1——W6 进行标注。本次触发闪电

没有产生回击电流，图 5 中所示的闪电电流为先驱

脉冲电流。先驱脉冲电流一般在连续电流出现之前

产生。本文将以先驱脉冲电流作为激励源来研究风

电机组的雷电能量耦合过程。将图 5 中的先驱脉冲

电流在时间轴上展开，得到图 6 所示的波形。从电

流波形进行分析，本次雷击试验获得的先驱脉冲电

流波形为衰减振荡波形，波形第一个波的波头时间

非常短，上升速度非常快。电流峰值范围为

850~1162.5 A，最大值出现在 W1 波形上，最小值

出现在 W5 波形上。W1 波形和 W2 波形之间的相

隔时间最长，达到 154.29 ms，W5 波形和 W6 波形

之间的时间间隔最短，只有 16.37 ms。先驱脉冲电

流为衰减振荡波形，主要是因为引流铜线阻抗与接

地系统阻抗不一致引起的反射现象所导致的[15]。 

 

图 4  2011 年 7 月 30 日风机雷击试验中的触发闪电 

Fig.4  Triggered lightning in the wind turbine lightning testing 

on July 30, 2011 

 

 

图 5  引流杆下测得的触发闪电电流波形 

Fig.5  The waveform of triggered lightning current measured 

in the lightning rod 

 

一般情况下，实验室采用单脉冲标准测试波形

对电子电气设备进行暂态耐受水平测试。本文试验

中，触发闪电电流包含了 6 个波形，多个波形之间

相隔的时间非常短暂，且测试得到的电流波形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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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测试使用的标准波形有比较大的差别。不同的

闪电电流波形和连续多脉冲电流的作用，与实验室

测试使用标准波形单脉冲电流进行测试，情况差别

比较大。使用人工触发闪电电流对风电机组设备的

暂态过电压耐受水平进行测试研究，能更好的反应

其在真实雷电环境中的使用情况。 

 

 (a)波形 W1                (b)波形 W2 

   

(c)波形 W3                (d)波形 W4 

 

(e)波形 W5                (f)波形 W6 

图 6  先驱脉冲电流在时间轴上的展开波形图 

Fig.6  Amplified waveform of precursor pulse current in time 

axis 

 

2.2  响应信号 

图 7 是风机塔筒内部电子电气回路上测量得到

的感应信号波形，将图 7 和图 5 从时间序列上进行

对比分析，感应电压和感应电流与先驱脉冲电流在

时间上完全对应，说明本次试验中风机塔筒内电子

电气回路上测得的响应信号是由先驱脉冲电流引起

的。发电机相线 L2上感应电压有 6 个波形，幅值最

大达到-8.876 kV，最小值为-1.531 kV。控制线 CL

上测得的感应电压有 5 个波形，幅值最大的是第 3

个波形，峰值达到 2.39 kV，其余几个波形的幅值较

小，处在 180V——400 V 范围内。发电机相线 L1

—L3回路测得的感应电流有 6 个波形，幅值最大达

到 1.118 kA，最小值为 278.3 A。双绞敷设的 TP 回

路上感应电流有 5 个波形，其中幅值较大的是第 2

个和第 3 个波形，幅值分别为-60.55 A 和 41.5 A，

其余几个波形的幅值非常小，只有 10 A 左右，部分

先驱脉冲电流波形在双绞线回路上没有产生明显的

感应电压。本次试验中测得的感应电压水平与有关

仿真研究所得结果在同一量级[16]。 

 

(a)发电机相线 L2感应电压       (b)控制线 CL 感应电压 

 

(c)发电机相线 L1-L3回路感应电流 (d)双绞线 TP 回路感应电流 

图 7  风机塔筒内电子电气回路上测得的感应信号波形 

Fig.7 The induced signal waveform measured in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circuits inside the wind turbine tower 

 

风电机组电气系统的暂态耐受电压一般为

1.35—5 kV，通讯控制系统的暂态耐受电压一般为

100—180 V，由此可见相线 L2和控制线 CL 上产生

的感应电压已经达到导致终端设备损坏的数值水平
[17]。闪电发生时，在风电机组内部敷设的金属线路

上耦合产生的过电压数值比较高，可能会导致设备

受损，应进行必要的保护。 

线路采用双绞敷设方式可以极大地降低回路

对雷电电磁脉冲能量的耦合程度。双绞的敷设方式

如图 8 所示，双绞敷设方式使得感应回路面积的矢

量和趋近于零，所以该回路的感应电流值非常小。 

3  理论分析 

3.1  测试电流函数化表达 

为了进一步对上述试验数据进行研究，本部分

对先驱脉冲电流测试波形进行函数化表达，进而分

析先驱脉冲电流的频谱特性，判定其可能产生的破

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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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双绞线敷设示意图 

Fig.8  Diagram of twisted pair laying 

 

从图 6 可以看出，本次触发闪电先驱脉冲电流

是衰减振荡波形，电流主体上是一个振荡波形，波

形幅值包络线呈指数衰减趋势，该形状的波形可以

用公式(1)进行表达。 

 teeAIBti

tt

m 0sin)1()( 21 


  (1) 

式(1)中，Im是先驱脉冲电流幅值包络线的幅值，单

位 A，0 是波形振荡角频率，单位 rad·s-1，A、B

是波形拟合系数，单位为 1，1 是第一个波的波头

时间，2是该指数式衰减函数的振荡周期，单位s。

表 1 是对图 6 中先驱脉冲电流的 6 个主要组成脉冲

波形进行函数化表达的参数。 

表 1  先驱脉冲电流的 6 个主脉冲函数参数值 

Table 1  Function parameter values of the six main pulses in 

precursor pulse current 

编号 A B Im τ1/s τ2/s ω/rad·s-1 

W1 2.5 0.593 1162.5 0.1 1.61 7.27π×105 

W2 2.5 0.599 925 0.1 1.74 6.52π×105 

W3 2.5 0.585 958.33 0.1 2.09 5.80π×105 

W4 2.5 0.595 895.83 0.1 2.11 5.45π×105 

W5 2.5 0.583 850 0.1 2.38 5.13π×105 

W6 2.5 0.659 925 0.1 1.81 4.91π×105 

 

3.2  测试电流特性分析 

因为先驱脉冲电流的 6 个组成波形均为衰减振

荡波形，函数化表达式形式相似，所以本文选取其

中的一个波形为例进行分析。将先驱脉冲电流上的

W1 波形利用公式 (1)进行表示，可以得到公式(2)。 

 teeti tt 562.010 1027.7sin)1(47.1723)(     (2) 

通过编写 MATLAB 计算程序，对公式(2)进行

频谱分析，可以得到如图 9 所示的幅频特性图。该

幅频特性为一单峰曲线，当频率为 0 Hz 时，信号的

基频幅值不为 0，随着频率的增加，信号的幅值呈

单调快速增加趋势，在频率为 351.875 kHz 处，幅

值达到峰值。随着频率进一步增大，到 800 kHz 处，

信号幅值呈单调快速衰减趋势，到频率为 2 MHz

处，信号幅值的衰减变化趋于平缓。从闪电电流的

能量分布角度看，能量主要集中在 0-800 kHz 的频

率范围内。从对 LEMP（Lightning Electromagnetic 

Pulse，雷击电磁脉冲）的防护角度看，应重点屏蔽

这一频率范围内的电磁场能量。从防护措施角度，

屏蔽的对象主要是对低频磁场的屏蔽，原理是利用

高磁导率材料对低频磁通进行束缚，所以应该选择

磁导率高的材料，如铁质，合金材料等作为屏蔽材

料。 

 

图 9 先驱脉冲电流第一个衰减振荡波形的幅频特性图 

Fig.9  The amplitude-frequency characteristic diagram of the 

first damped oscillation wave in precursor pulse current 

 

以下从傅里叶变换定义角度，计算公式(2)波形

的幅频特性和基频幅值。根据傅里叶变换的基本定

义对公式(2)进行分析。公式(2)由两部分组成，分别

是公式(3)和公式(4)，由于公式(4)的衰减系数-10.62

远大于公式(3)的衰减系数-0.62，为了方便计算，本

文取公式(3)进行计算，计算结果与公式(2)的计算结

果近似相同。 

 teti t 562.0 1027.7sin47.1723)(     (3) 

 teti t 562.10 1027.7sin47.1723)(     (4) 

根据公式(3)，令 tekt t

00 sin)(x  ，由傅里

叶变换的定义， 

 


 
0

00 sin
2

1
)( dtetekX tjt  


         

 



0

0

)(0 sin
2

tdte
k tj 



 (5) 

其中， )(
2

sin 00

0

tjtj
ee

j
t

 


，代入公式(5)，

得到公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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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6)为公式(3)波形的幅频特性函数，幅频曲

线峰值对应了频率的转折点。对公式(6)，求分母部

分模的最小值即可计算得到幅频曲线转折点的频

率。 

 22

0    (7) 

满足公式(7)条件时，公式(6)的模可取最大值。

从表 1 中进行取值，0 取 7.27π×105， =1/2，2

取 1.6110-6，代入公式(7)，计算得到=350 kHz，

与MATLAB程序计算得到的结果 351.875 kHz基本

一致。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因为本文的计算是取用了

公式(3)。 

根据公式(2)，有 

 )sinsin()(x 000 tetekt tt     ， 

根据上述推导有公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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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公式(8)对公式(2)的基频幅值进行计算。将

=0，k0=1 723.47，=-0.62 ，=-10.62，代入该公

式(8)进行计算，从定义式可以直接计算得到 X(0) 

=1.0610-4 A，与编写 MATLAB 程序计算得到的结

果 1.0610-4 A，结果一致。计算结果表明，本计算

案例中衰减振荡波形中含有的直流分量非常小，趋

近于 0 A。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中国气象局广州野外雷电试验基地设

计开展了风力发电机组雷电能量耦合试验，利用触

发闪电电流作为激励信号源，测试风机内部电子电

气系统上产生的响应信号。试验中利用同轴分流器

来测量触发闪电电流。在风力发电机塔筒内部设置

了 4 个测量点，利用脉冲波形采集系统分别测量发

电机相线 L2和控制线 CL 上的感应电压，发电机相

线 L1—L3 回路和双绞敷设的 TP 回路上的感应电

流。试验场还布置了普通大气电场仪、快慢电场天

线、磁天线和高速摄像机等设备用于辅助测量。2011

年 7 月 30 日的一次人工触发闪电试验中，测量得到

了触发闪电电流和风机塔筒内的感应电压及感应电

流波形。 

1）本次试验测得的触发闪电电流是先驱脉冲

电流，包含了 6 个脉冲，均为衰减振荡波形，波形

幅值包络线呈指数衰减趋势，先驱脉冲电流各个脉

冲的幅值达到了 850~1162.5 A。以先驱脉冲电流上

的第 1 个波形为例，可用函数表示为： 

teeti tt 562.010 1027.7sin)1(47.1723)(    。 

2）先驱脉冲电流的频谱为一单峰曲线，信号

的幅值呈单调快速增加趋势，在频率为 351.875 kHz

处幅值达到峰值，随后信号幅值呈单调快速衰减趋

势，信号能量主要集中在 0-800 kHz 低频段内。可

使用高磁导率材料对进入到风机塔筒内部的低频段

闪电磁场进行屏蔽。衰减振荡波形中含有的直流分

量非常小，趋近于 0 A。 

3）风机塔筒内发电机相线 L2 上感应电压峰值

达到-8.876 kV，控制线 CL 上测得的感应电压峰值

达到 2.39 kV，发电机相线 L1—L3回路测得的感应

电流峰值达到 1.118 kA，双绞敷设的 TP 回路上感

应电流的峰值仅为-60.55 A。风机周围发生闪电时，

风机塔筒内部电子电气线路上产生的感应电流已经

超过了终端设备的耐受水平，可能会造成其损坏。

通过双绞线敷设方式，可以最大程度降低线路对雷

电能量的耦合程度。 

4）可以通过增加试验的次数，测量不同闪电

电流参数条件下风机塔筒内部电子电气线路上的感

应电压和感应电流，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论证本

文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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