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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he end of 2017, the total installed wind 

power capacity reaches 5.39×108 kW over the world and it 

reaches 1.88×108 kW in China, occupying the first place in the 

world. Lightning i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natural disasters 

damaging wind turbin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law of wind 

turbine lightning stroke through the statistics of wind turbine 

lightning disaster cases. In all cases of wind turbine damage 

caused by lightning, blade damage comprises about 20%~28% 

of the total and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system damage is 

about 70.5%~71%.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traditional lightning 

protection technology for wind turbines completely, including 

air-termination system, earthing system, equipotential 

connection, surge protective device, shielding, etc.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main problems i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of wind turbines. For example, the rules of 

lightning channel connection with wind turbine are not yet fully 

maste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induced by natural 

lightning in the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systems inside wind 

turbine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impulse current 

used in laboratory tests. The results of lightning test of wind 

turbine show that the steel tower of wind turbine ha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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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elding effects on the low-frequency components of lightning 

electromagnetic pulse. Twisted-pair laying can reduce the 

coupling degree to lightning energy effectively. This paper 

suggests to study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for wind turbines with scientific experiments under 

conditions of natural lightning, to improve the lightning 

protection level for wind turbines radically. 

KEY WORDS: wind turbine; lightning protection technique; 

direct lightning stroke; lightning induction; earthing 

technology; active avoidance; field lightning test 

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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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电是造成风力发电机损坏的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通过对

风机雷击损坏案例的统计分析，发现风机桨叶损坏约占总数

的 20%~28%，机电控制系统约占 70.5%~71%。完整介绍了

传统的风机防雷技术措施，主要包括安装接闪器、接地、等

电位连接、安装电涌保护器(surge protective device，SPD)、

屏蔽等。指出了风机防雷设计施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闪

电通道与风机连接的规律尚未完全掌握、风机内部电子电气

系统所受自然闪电感应电流的特征与实验室内使用的测试

冲击电流存在较大差别。风机雷电试验结果表明，风机钢制

塔筒对雷电低频部分的屏蔽效果较好，双绞敷设方式可有效

减小对雷电能量的耦合。建议通过开展风机在自然闪电条件

下的科学试验来研究风机防雷的基础性问题，从而有效提高

风机防雷的技术水平。 

关键词：风机；防雷技术；直接雷击；雷电感应；接地技术；

主动避让；野外雷电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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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伴随着全球大气变化加剧，环境压力不断增

加，大力发展利用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

识。风力发电以其技术稳定、便于产业化开发等优

势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重视。近 5年来，世界

风电发展突飞猛进，风电装机容量快速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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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力发电机组在大规模应用过程中受到自然

灾害的威胁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其中风机

遭受雷击导致其不能正常运行是最重要的一种自

然灾害。根据作者 2013 年 3 月在云南大理某风电

场考察时得到的数据表明，闪电是当前自然环境中

对风电运行造成最严重影响的自然灾害之一。本文

将全面介绍风力发电机组的雷电防护技术进展。 

1  风机雷击损坏调查 

1.1  国外风机雷击损坏调查统计 

在德国、丹麦、瑞典等国家，伴随风电产业的

发展，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风机雷击调查统计体系，

获得了比较多的雷击案例样本[1]，从而能够有条件

对风机遭受雷击情况进行量化分析，这对研究风电

防雷的解决方案十分有益。表 1是德国、丹麦和瑞

典 3个国家，风机遭受雷击的损坏概率统计[1]。 

表 1  国外风机雷击损坏概率统计 
Tab. 1  Statistics of foreign wind turbine lightning disaster 

cases 

国家 统计周期 
数据库中风电 

机组数量/台 

功率/ 

MW 
台年 

雷电 

故障/次 

每 100台年

的故障/次

德国 1991—1998 1498 352 9204 738 8.0 

丹麦 1990—1998 2839 698 22000 851 3.9 

瑞典 1992—1998 428 178 1487 86 5.8 

从表 1的数据可以看出，风机每年遭受雷击导

致损坏的概率达到了 3.9%~8.0%，这一比例非常高，

会导致风电场受到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对

风电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雷电在所

有导致风电损失的自然灾害中占到第一位。 

在风机雷击损坏案例中，对受损的风机组件进

行统计分析，对于深入了解雷电对风机造成的损害

特征具有很大帮助。图 1 是对德国 1032 处风机雷

击故障按照组件进行的分析[1]。从图 1中可分析出，

风机遭受雷击损坏的组件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风机桨叶，占总数的 20%，另一类是电子电气系统，

图 2所示。从图 2中可以分析出，风机桨叶损坏约 

 
图 1  风机雷击故障按组件进行分类(德国) 

Fig. 1  Wind turbine lightning disasters classified with  
its components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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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风机按照组件分类的雷击损失概率(中国) 
Fig. 2  Wind turbine lightning disasters classified with  

its components (China) 

占总数的 70.5%，前者是由雷电直击引起的，后者

主要是由雷电感应过电压和过电流引起的。 

1.2  国内风机雷击损坏调查统计 

我们在国内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搜集了风机遭

受雷击的案例。近几年来，我们收集了 302个风机

遭受雷击的案例，并进行了统计分析，统计结果如 

占总数的 28%，电子电气系统占 71%，两者之和占

总数的大多数。该统计结果与图 1中德国的统计数

据相似。 

1.3  统计结论分析 

相对于传统的建筑物雷击规律，大型风力发电

机组的雷击规律有其自身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风机的高度很高，以中国东方汽轮机有限

公司生产的 FD77C型 1.5 MW风力发电机组为例，

轮毂中心对地高度达到 61.5 m，桨叶的长度达到

37.5 m，最宽处宽度达到 4 m。随着单机容量的不

断提高，风机的高度和桨叶的长度还在不断地增

加，德国开发的 5 MW 风机的转轮直径已经达到

126 m[2]。由于高度较高，风机容易引发上行闪电[3]。

此外，临近的闪电活动在风机上引发上行闪电的概

率也比较高[4]。上行闪电在风机的雷击发生率中占

据主要地位，随着风机高度的不断增加，这一趋势

更加明显[5]。很多风电场都观测到了闪电击中风机

的过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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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电机组在空间上属于孤立的对象，为尽

可能地接收风能，风机一般安装在山顶或者非常开

阔的地带，如高山、草原、沿海滩涂、沙漠戈壁等。

在相当大的空间范围内，风机都是最高最突出的对

象。基于这样的特征，当雷暴云过境时，风机被雷

电击中的概率较高。由于风机桨叶表面安装的圆盘

状接闪器接闪成功率较低，使得一旦发生雷电直

击，风机桨叶就容易受到损坏。此外，现代化风力

发电机内部安装有大量的电子设备，如各类传感

器，通信设备，控制系统等，这些设备耐受过电压

的能力较低，在雷电过电压和过电流的作用下，极

易被损坏。从风机的组成部件上来看，风机桨叶和

其内部的电子电气设备容易受雷击损坏有一定的

统计规律，这一点得到了上述统计数据的验证。 

3）相对于固定对象的雷电防护而言，风机在

运行过程中，桨叶姿态始终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

使得闪电与风机的连接情况变得非常复杂，给设计

雷电防护措施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旋转的桨叶会触

发闪电[8]。为了研究风机桨叶旋转对大气放电的影

响，国外有研究人员在实验室设计了相关的实验项

目进行研究[9]。当闪电击中风机时，闪电通道不一

定能与风机桨叶表面的圆盘状接闪器相连，有可能

击中其它位置，从而造成桨叶的损坏。为了研究闪

电对桨叶造成破坏的特征，研究人员对桨叶的损坏

情况进行了分级[10-12]。图 3是闪电击中风机桨叶的

案例。2012年 08月 25日 06时 03分左右，云南大

理某风电场电闪雷鸣，有一台风机被闪电击中，风

机的一个叶片从根部 1/4 处断裂。通过现场勘察，

闪电没有击中位于桨叶端部的金属接闪圆盘，而是

直接击中了桨叶表面，造成桨叶断裂。当日的雷暴

过程造成该风电场多台风机受损，经济损失约 

200万元人民币。 

 
图 3  风机桨叶遭受雷击被损坏的现场照片 

(2012年 8月拍摄) 
Fig. 3  Wind turbine blade was struck by lightning  

(the photo was taken in August, 2012) 

风电场建设采取的是特许权招标的形式。限于

技术的发展，目前风电的成本相对于传统的发电形

式仍然偏高[13]，为了支持风电的发展，国家对风电

企业给予了电价补贴政策。为了保证风电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有效解决风电防雷问题显得非常重要。 

2  风机雷电防护技术现状 

由于风机容易遭受雷击损坏，对风机的雷电防

护研究已经成为防雷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14]。以下

主要介绍风机在防雷设计上采取的主要技术措施。 

2.1  风机直击雷防护方法 

大型风机叶片的材料主要是玻璃纤维材料或

者碳纤维材料，属于绝缘体[15]。闪电击中风机桨叶

时，闪电的热效应、电动力效应，会使桨叶发生开

裂、甚至折断现象。研究人员对风机叶片夹层材料

聚氯乙烯(polyvinyl chloride，PVC)和巴塞木进行冲

击大电流实验，发现雷击电弧会对 PVC 和巴塞木

造成严重的机械损伤，采用分子反应动力学仿真手

段，对 PVC 和巴塞木的损伤机制进行了研究[16]。

风机直击雷防护技术措施主要包含接闪、引下和接

地 3个部分。其中接闪设计主要包含两部分，一部

分是风机桨叶，另一部分是风机机舱。风机桨叶位

置很高，容易遭受直接雷击，目前常用的防护方法

是在风机桨叶表面镶嵌安装一定数量的金属接闪

圆盘，桨叶内部敷设一根截面积 50 mm2以上的金

属导体作为引下线将接闪圆盘与叶片根部的金属

结构相连，尖端有制动结构的叶片，用来控制叶片

尖端的钢丝可以作为引下线使用[17]。当雷电击中金

属圆盘后，雷电流沿内置金属导体传导到风机自身

的金属结构，最后通过风机接地装置向大地泄 

放[18]。风机桨叶表面安装的圆盘状接闪器见图 4。 

 
图 4  风机桨叶端部的金属接闪圆盘 
(实物照片，2012年摄于云南大理) 

Fig. 4  Metal circular plate is set in the surface of wind 
turbine blade (the photo was taken in Dali city,  

Yunnan province, 2012) 

除了在桨叶表面安装圆盘状接闪器外，还可采

用在桨叶表面敷设网状金属物的做法来进行直击

雷防护[18]。风机机舱外部有金属蒙皮，厚度超过

4 mm，是一个完善的“法拉第笼”结构，一般只要

做好等电位连接即可有效抵御直接雷击。当风机机

舱上部装有风速风向仪时，为了防止风速风向仪被

雷电击中损坏，通常会采用在风速风向杆上架设避

雷针的做法来加以保护[19]，风速风向杆与机舱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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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相互连通。风速风向杆上架设的避雷针如图 5

所示。为了对风机进行雷电防护，国外有研究人员

对风机安装了架空地线，根据几年的观测结果，其

保护效果很好[20]，但这种保护方式成本很高，难以

大规模使用。 

 
图 5  风机机舱上风速风向杆上架设避雷针 

(实物照片，2009年摄于广东深圳) 
Fig. 5  Lightning rod is fitted on the aerovane over the 

engine room of wind turbine (the photo was taken in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2009) 

2.2  风机的等电位连接 

风机的等电位连接主要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

跨接位置相对固定，比如风机塔筒内法兰之间的跨

接，风速风向杆与机舱之间的连接，机舱内的发电

机、配电柜、齿轮箱与机舱金属边框之间的连接[19]

等，通常使用截面积为 50 mm2以上的铜编织导线

进行连接，连接过渡电阻要求小于 0.03 Ω[21]。 

另一种类型是跨接部位是相对运动的关系，比

如风机的桨叶与轮毂之间，风机的轮毂与机舱之

间，机舱与风机塔筒顶部的承台之间，风机的轴承

位置等。当高幅值的雷电流通过轴承和齿轮箱时，

会产生电弧，会使接触面产生烧蚀损坏，导致轴承

和齿轮系统的振动和机械磨损增加[22]。如何保证它

们之间的相对运动自由不受限制，同时又能保证高

幅值的雷电流从它们之间通过成为雷电防护设计

的一个关键点。为更好地研究风机轴承的雷电防护

方法，计算轴承的电气阻抗，国外有研究人员对风

机轴承进行了建模分析[23]。目前，工程上采用的保

护方法是安装铜质电刷或者滑动环来承载部分雷

电流。机舱内部的轴承和齿轮箱与机舱底座之间还

可安装绝缘层，防止雷电流从该通道流过[19]。 

2.3  风机接地设计 

风力发电系统中，大部分电子电气设备的故障

都是由于雷电流注入接地装置引起的地电位抬升

所导致的[24-29]。接地电阻阻值过高，还可能导致

避雷器吸收过多的能量而损坏 [30]，因此风电场

接地系统的设计对保障设备安全和正常运行至关

重要。风电场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值的设计要求有两

部分，参考 DL/T621—1997《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

和 GB/T50065—2011《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

范》的设计要求，单台风机的工频接地电阻值不

超过 4.0 Ω，升压站主接地网的工频接地电阻值

不超过 0.5 Ω。根据 GB50057—2010《建筑物防

雷设计规范》的设计要求，防雷接地装置的冲

击接地电阻值不宜大于 10 Ω。根据工频接地电

阻 R～与冲击接地电阻 R i 之间的换算关系
[21]， 

Ri=R～/A，A为换算系数，A≥1，具体数值与土壤电

阻率有关。如果地网工频接地电阻符合规范的要

求，冲击接地电阻必然符合规范的要求。风机的接

地系统除了有电阻外，还有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

而闪电电流的频谱分布比较高，因此接地系统暂态

响应研究对风机的雷电防护设计更有帮助，研究方

法一般是采用电磁仿真法 [ 2 5 , 3 1 - 3 6 ]和实验方 

法[24,27-29,37-42]。雷电流注入接地装置后，由于地电

位的抬升很高，接地装置会对土壤放电，使土壤发

生电离，这就使得接地装置的电气特性变得更为复

杂[43-45]。此外，风机遭受雷击时，叶片和塔筒中雷

电流波的反射会导致实际地电位出现振荡，对接地

装置电阻值产生影响[46]。 

图 6 是风力发电机组接地装置常用的设计方

法。为了保证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对雷电流注入接

地装置时可能产生的跨步电压和接触电压进行研

究是非常必要的[47-48]。风机位结构基础本身就是一

个巨大的金属笼结构，在其周围敷设环形人工接地

极，可以在风机位所在区域形成一个等电位平面，

防止跨步电压的产生和过电压反击造成的危害。如

果风机位所在位置的土壤电阻率 ρ＞2000 Ωm，则

单靠风机的结构基础，接地电阻一般不能满足规范

规定的要求。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降阻剂，

外引接地法和深井法[49]。可以在水平接地极的周围

使用降阻剂，如果土壤电阻率 ρ在 3000 Ωm以上，

降阻系数 η可以达到 0.7左右[50]。外引接地可以根

据现场条件，往低土壤电阻率区域，如灌木区或者

有水源的地方，外引水平接地装置，水平接地极可

采用 40 mm×4 mm的镀锌扁钢，可以间隔 5 m左右

敷设 50 mm×50 mm×5 mm规格的镀锌角钢。在地

质条件允许的地区，可以考虑使用深井法，深井的

口径一般为 110 mm，深度约为 30 m，可以使用钢

管作为垂直接地极，同时使用降阻剂进行自然灌浆

或者压力灌浆，工程实践表明，此举降阻效果较好。

为获得更好的降阻效果，有时会考虑将风电场中 

多台风机的接地装置通过水平金属导体互联起  

来[51-52]。 



第 43卷 第 7期 电  网  技  术 2481 

 
图 6  风力发电机接地装置平面示意图 

Fig. 6  Plan sketch of the wind turbine earthing device 

位于海边的风电场，由于海边的土壤电阻率较

低，所以接地电阻值一般都能符合规范的要求。在

潮间带风电场中，海水对风电机组基础接地特性影

响很大，会显著减小工频接地电阻和冲击接地电 

阻[53]。接地装置的防腐蚀是设计的重点。常用的防

腐蚀做法有：使用铜包钢等金属材料替代传统的钢

材作为接地极使用，采用阴极保护法，对外露的焊

接施工部位涂防锈漆或者沥青进行防腐等。每年两

次对接地装置进行巡查，记录接地装置的运行情

况，定期进行除锈保护，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处理。 

2.4  风机内部过电压防护 

除了上述直击雷防护措施以外，由于直接雷击

或雷电感应效应形成的过电压侵入到风电机组内

部，会对风机内部电子电气线路及终端设备造成损

坏。闪电击中输电杆塔或者线路时，雷电过电压和

过电流会沿着集电系统和接地系统向临近风电机

组传播，在输电线路中安装避雷器和降低杆塔接地

电阻是有效的防护方法[54-56]。为解决风电场电缆集

电系统的暂态过电压防护问题，研究人员搭建了模

拟试验平台，建立了电磁暂态分析模型对电缆集电

系统中的操作过电压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风电场电缆集电系统中断路器操作会产生暂态过

电压，数值与电缆长度和电感性负载关系密切[57]。 

仿真计算表明，风电机组遭受雷击时，塔筒内

部电力、信号、控制等金属传输线上会产生感应过

电压，塔筒与传输线之间的过电压在传输线的上下

两端达到最高值[58]。为了计算闪电击中风机时风机

内部雷电电磁场的分布规律，研究人员建立了风机

塔筒的电路模型，通过求解电路方程得到塔筒上的

电流分布，再利用麦克斯韦方程计算出了塔筒内部

感应电场和磁场强度的分布。风电机组内的敏感电

子设备应尽可能安装在雷电电磁场分布最弱的区

域[59]。此外，当雷电击中风机时，箱变的输入端和

输出端之间存在高电位差[60]。对雷电过电压防护的

设计思路，目前主要是通过安装风电系统专用电涌

保护器(surge protective device，SPD)来加以保护。

表 2是南京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研发的典型风电

机组的 SPD 参数配置。表格中，UC为最大持续工

作电压，Up 为保护电压，In 为标称通流容量，Imax

为最大通流容量，Iimp 为冲击放电电流，IN 为额定

工作电流，AC为交流，DC为直流。 

表 2  风电机组电子电气系统 SPD配置表 
Tab. 2  SPD configuration for the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systems of the wind turbine 

序

号

安装

位置
保护对象 

工作电

压 UN

主要技术参数 

1
塔机

柜
变流器网侧 

230V  

AC 

UC=440V AC，In=50kA， 

Up≤2.5kV 

2
塔机

柜
变流器网侧 

500V  

AC 

In=15 kA，Imax=30kA， 

Up≤2.7kV 

3
塔机

柜

变流器机 

侧定子 

554V  

AC 

UC=750V AC，In=45kA， 

Imax=90kA， UP≤2.7kV 

4
塔机

柜

变流器机侧 

转子 

500V  

AC 

UC=600V AC，In=15kA，Imax=30kA，

Iimp(10/350µs)=3kA，Up≤2.7kV

5
塔机

柜

变流器机 

侧转子 

230V  

AC 
In=50kA，UP≤5kV 

6
塔机

柜

变流器内 

变压器 

230V  

AC 

UC=275V AC，In=20kA， 

Up≤1.35kV 

7
塔机

柜

控制柜 24V 

DC 

24V AC/ 

24V DC 

UC=34V AC/44V DC， 

In=1kA，UP≤180V 

8
塔机

柜
控制柜通信 

12V  

DC 

IN=450mA，In=10kA， 

UP≤100V 

9
发电

机
发电机定子 

554V  

AC 

UC=750V AC，In=45kA， 

UP≤2.7kV 

10
发电

机
发电机转子 

500V  

AC 

UC=600V AC，In=15kA，Imax=30kA，

Iimp(10/350µs)=3kA，Up≤2.7kV

11
发电

机
发电机转子 

230V  

AC 

UC=260V AC，In=50kA， 

UP≤5kV 

12
机舱

柜
机舱柜电源 

500V  

AC 

UC=600V AC，In=15kA，Imax=30kA，

Iimp(10/350µs)=3kA，Up≤2.7kV

13
机舱

柜

控制柜 24V 

DC(含风速风向)

24V AC/ 

24V DC 

UC=34V AC/44V DC， 

IN= 26A，UP≤180V 

14
机舱

柜

机舱柜通信

RS485 

12V  

DC 

UC=14V DC/9.8V AC， 

IN=450mA，In=10kA，UP≤100V

15
机舱

柜
机舱柜通信 

12V  

DC 

IN=450mA，In=10kA， 

UP≤100V 

16
变浆

柜

变浆柜 380V 

AC 

230V  

AC 

UC=275V AC，In=20kA， 

Up≤1.35kV 

17
变浆

柜

变浆柜 220V 

AC 

230V  

AC 

UC=275V AC，In=20kA， 

Up≤1.35kV 

18
变浆

柜

变浆柜通信

RS485 

12V  

DC 

UC=14V DC/9.8V AC， 

IN=450mA，In=10kA，UP≤100V

2.5 屏蔽措施 

风电机组中，塔筒和机舱均为金属结构，理论 

上可以提供较好的对雷击电磁脉冲 (lightning 

electromagnetic pulse，LEMP)的屏蔽效果。由于风

电机组自身的金属结构不是一个完整的屏蔽体，存

在“孔洞”和“缝隙”等形式的不完整结构，孔缝

结构会对金属壳体的电磁屏蔽性能产生影响。当风

电场里某台风机被雷电击中时，产生的 LEMP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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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风机自身的不完整屏蔽结构耦合到风机塔筒和

机舱内部，从而在内部金属回路形成感应过电压和

过电流，破坏风机的机电和控制系统。 

风机塔筒内部的电力、信号、控制等金属传输

线，在线路敷设时，如能加装适当的屏蔽层，不但

能降低传输线上的雷电感应过电压，还能使过电压

的陡度趋于平缓[58]。 

3  风机防雷存在的问题 

3.1  直击雷防护存在的问题 

从本文对国内外风机雷击案例的统计看，尽管

风机桨叶表面安装了一些金属接闪圆盘，但其遭受

雷击受损的概率依然较高，主要原因是桨叶的材料

一般都是非金属的，且长度和表面积均比较大，金

属接闪圆盘相对于桨叶的面积很小，一般铜质接闪

圆盘的直径为 150~200mm，不锈钢材质接闪圆盘的

直径为 50~80mm。从风机桨叶的结构角度考虑，接

闪圆盘的数量不宜过多，长度 25 m 的桨叶，一般

是叶尖加装 1 组(即桨叶迎风面和背风面各安装一

只)，25~35m 的桨叶加装 2 组，35~45m 的桨叶加

装 3组，45 m以上的桨叶加装 4组。当闪电击中风

机桨叶时，不一定正好击中桨叶表面的金属接闪圆

盘，从而可能导致桨叶受损。雷电击中风机时，风

电机组上会产生很高的暂态过电压，增加了反击概

率[61-62]。研究人员利用电磁场数值计算方法，建立

了海上风机一体化电磁暂态模型，仿真结果表明，

由于雷电流在风机上存在折射和反射现象，机舱处

的暂态电压存在明显振荡特性，海水深度、桨叶长

度、塔筒高度、雷电流参数、雷击点和桨叶位置对

暂态电压的峰值和振荡频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响[63]。相对于陆上风电场的雷击防护，海上风电场

在机组尺寸、地理位置、运行环境等方面有其自身

的特点，有一些新的防雷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如

风机叶片的接闪过程及雷击损坏机制，接闪器的效

率，雷击产生的电磁暂态过程及防护等[64-65]。 

国内有专家学者建立了闪电先导随机模式[66]，

对闪电先导与地面静态对象的连接过程进行了模

拟研究[67]。但风机桨叶是动态旋转的，其接闪的过

程更加复杂，这就增加了防雷设计的难度。接闪器

形状和风机叶片的转动会影响叶尖电荷的分布，从

而对风机的接闪过程产生影响[68-70]。实验研究结果

表明，风机叶片旋转对接闪点在风机叶片上的分布

与接闪后放电通道会产生影响，旋转使正极性放电

情况下叶片接闪器的拦截效率下降，对负极性影响

较小，正极性放电更易击中远离叶尖部位，接闪点

附近的放电通道会因为叶片的旋转发生偏移，产生

拉弧现象，造成叶片损伤[71]。针对风机的应用背景，

研究人员将雷击发生时上、下行先导头部间的距离

定义为跃变击距，分析了多上行先导竞争对风机接

闪和跃变击距的影响，建立了风机叶片接闪模型，

得到了随雷电流幅值变化的跃变击距计算公式[72]。

有学者通过仿真方法研究了闪电与风机桨叶上连接

点的分布规律[73]。通过对雷暴云作用下风机上的静

电场分布进行研究，可以计算出闪电通道与风机连

接点优先选择的区域[74]。有研究人员通过研究风机

桨叶周围的电压分布来确定接闪器的最佳位置[75]。

为了研究叶片防雷系统效率的计算方法，研究人员

提出了风机叶片动态击距的概念及分析方法，构建

了针对风机叶片的电气几何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叶

片越接近水平，雷电流幅值越小，叶片防雷系统效

率越低，增设叶片侧接闪器可以有效提高防雷系统

效率[76]。为了能对风机叶片表面任意位置雷击概率

进行计算，研究人员建立了风机叶片雷击概率评估

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接闪器保护范围随叶片角度

变化而变化，具有不对称的特点，下行先导侧面距

离对接闪器保护范围的影响具有方向性，叶尖接闪

器的防护效果优于叶身接闪器[77]。为了研究风机的

上行闪电，研究人员对风机的上行闪电进行了建模
[78]。雷电流幅值、下行先导侧面距离、叶片长度、

接闪器半径等对风机叶片雷击上行先导起始的临

界长度没有影响，临界长度随空气相对密度、湿度

的增加而减小，随海拔的增加而增大[79]。在实验室

内进行的有关桨叶接闪的实验一般分为静态和动

态两类，自然闪电条件下的风机接闪特性研究做得

很少。大部分实验室内实验研究结果能证明，当闪

电击中桨叶表面的接闪圆盘时，接闪器能耐受一定

幅值的闪电电流，但不能证明风机在运行条件下，

闪电一定能够击中接闪器。大型风电场一般会安装

多台风电机组，多台风机之间有雷电屏蔽效果，相

对空气密度越大，海拔越低，风机之间的雷电可屏

蔽距离越大[80]。风电机组桨叶的引雷能力和接地电

阻大小之间呈负相关关系，接地电阻越小，相关性

越强[81]。雷电先导位置，闪电发生时风机叶片的旋

转角度对叶片接闪器的接闪效率和接闪位置有一

定的影响。雷电先导位于风电机组的正上方时，叶

片叶尖接闪器的接闪效率比较高，叶片垂直向上时

叶片接闪器接闪效率最高，叶片处于水平位置时，

接闪效率相对比较低[82]。 

3.2  风机内部过电压侵入防护存在的问题 

风力发电机组内部有复杂的电子电气系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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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主要包括，风向风速测量系统，变桨控制系

统，偏航控制系统，制动控制系统，通信系统 RS485，

电压、电流、功率测量系统，机舱内部工作环境测

量系统，包括温度、振动等，工作电压为 12 V 或

者 24 V。电气系统主要有发电机系统、变流器、变

压器等，工作电压为 230 V、500 V和 690 V。风机

系统中承受的过电压与普通交流电源中的过电压

有很大差别，需要考虑不同的过电压波形[83]。 

雷电引起的过电压对上述电子电气系统会造

成损坏。目前，防雷保护的主要设计措施是安装

SPD。SPD参数设置的主要技术依据是 IEC61643-1：

1998、IEC61643-12：2002、IEC61643-21：2000、

IEC61643-22：2004。根据本文对国内外风机雷击

案例的统计情况看，尽管安装了 SPD，但风机内部

电子电气系统雷击损坏概率依然比较高。主要原因

是风机上安装的 SPD产品的性能测试，均是在实验

室进行的，一般采用的是 10/350μs或者 8/20μs脉冲

波形进行测试。通过人工触发闪电试验可以得知，

自然界的雷电电流特征与实验室使用的脉冲冲击

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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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电流脉冲间隔时间很

短地施加到 SPD 产品上产生的破坏效应相对于实

验室单脉冲波形测试有很大差别[84]。对侵入到风机

内部过电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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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多脉

冲电流对 SPD作用的效果，国内有公司研发了多脉

冲发生器，可以模拟多脉冲自然闪电，还可使脉冲

电流与连续电流叠加，可用于对风机的测试[85]。 

为研究风机上的雷电流，国内外有公司开发了

雷电流监测系统，该系统可以直接测量雷电流，并

判断雷电流的相关参数，如幅值、陡度、电荷量等。

雷电流监测系统的传感器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基于

罗氏线圈[86-88]，另一类是使用光纤传感器[89-90]。 

4  风机雷电防护技术发展 

4.1  野外风机防雷试验研究进展 

为了研究风电机组在自然闪电下的破坏机制，

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和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联合在

广州野外雷电试验基地开展了风机防雷试验。在广

州野外雷电试验基地安装试验用风力发电机组，以

人工触发闪电作为激励信号，通过测量风机内部电

子电气线路上的响应电压和响应电流，研究风机内

部感应过电压和过电流的特征。在风机塔筒内部设

置了 4个测量点，包括 2个电压测量点和 2个电流

测量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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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在塔筒内部垂直方

向敷设了一条双绞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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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7月 30日，人工触发闪电成功。从对

测试波形分析得到，感应电压和感应电流的低频部

分被衰减，说明钢制塔筒材料对低频信号的屏蔽效

果较好。该试验第一次在人工触发闪电条件下测试

了双绞线对雷电能量的耦合效果，验证了 IEC 

TR61400-24《风电机组系统-防雷保护》第 8.4.3条

有关风机内部金属线路通过双绞形式敷设后可减

少对 LEMP耦合的技术方案。 

4.2  主动避让的防雷思路 

除了上述安装接闪器、SPD 等被动防护措施

外，还可实施“主动避让”的雷电防护方案。所谓

“主动避让”，就是开发相关的雷电预警系统，当

雷暴云到达风电场上空的时候，风机停止发电，将

风叶停留在最不容易接闪的位置，减少被雷电击中

的概率。风机在高速运转和静止状态下被雷电击

中，造成破坏的严重程度差别很大。风机在高速运

转条件下，桨叶有一个很大的惯性和动量，结合雷

电的直接破坏效应，能将风机桨叶彻底损坏。风机

桨叶在静止状态下被闪电击中，造成的损害可能较

小，相对容易修复，甚至可以现场修复。此外，通

过相关的技术手段，切断电气及电子线路，防止风

机被雷电击中情况下过电压和过电流通过集电线

路传导到相邻的其它风机设备。通过临时等电位连

接和接地措施，使风机自身的雷电流泄流通道保持

畅通，以便高效地将雷电流泄放到大地。 

5  结论 

1）风机遭受雷击，存在较大的随机性，风机

由于其高度较高，空间位置孤立和动态旋转的特

点，使得其遭受雷击的概率相对比较高。根据目前

国内外的统计结果，风机的雷击损坏主要集中在叶

片和电子电气系统，前者主要由直击雷引起，后者

主要由雷电感应过电压和过电流引起。如能从国家

层面或者行业层面建立一个风机雷害的数据库，则

对研究风机雷害的规律和风机雷电防护技术方法

意义重大。 

2）目前国内风机防雷设计参考的主要是国外

的技术标准，如 IEC TR61400-24，德国劳氏船级社

GL2010 风机认证指南。国内风机运行的雷电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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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不完全一致，所以应制定符合我国地域特点

的风机防雷技术标准。应加强风机在自然闪电条件

下的保护试验，研发出有针对性的防雷保护产品，

提高风机的雷电防护水平。 

3）从防护角度看，传统的防雷技术措施，如

接闪、引下、接地、分流、等电位连接，安装 SPD、

屏蔽等，如能进行科学设计，正确施工，可使风机

具有一定的被动防护效果。 

4）风电场在选址时，应充分考虑雷电环境，

考虑雷电对风电场运行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风电

场防雷可加强主动避让技术方案的研究，如果处理

得好，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雷击风机造成的损失。 

5）目前，国内外研究人员通过现场观测，计

算机仿真，实验等手段对风机防雷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重点研究了风机叶片的接闪

过程和破坏机制，风机叶片防雷系统的效率，接闪

点在风机叶片表面的分布规律，雷击产生的电磁暂

态过程等。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于风

机雷害的认识，为开发有效的直击雷防护装置提供

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6）雷电在风机内部电子电气系统中产生的感

应过电压和过电流的波形和脉冲数量与实验室测

试波形有较大差别，应在自然闪电条件下开展相关

研究工作，雷电流测量系统的开发将有助于开展此

类实验研究。研究雷电能量与风机内部电子电气系

统的耦合过程将有助于开发更加有效的过电压防

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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