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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雷电监测预警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雷电监测、预警的一般规定、技术方法和服务产品分级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的雷电监测、预警服务，其他场所服务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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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3678－2017 VLF-LF三维闪电定位网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雷电活动 lightning activity 

发生在大气中、具有时空相关性的一系列放电现象。 

[QX/T 262－2015,定义2.1] 

3.2 

雷电定位系统 lightning location system;LLS 

由多个雷电传感器组成的用于监测和定位其覆盖区域内雷电事件的探测网。 

注：雷电定位系统又称闪电定位系统。 

[GB/T 37047－2018,定义3.1.10] 

3.3 

雷电监测 lightning monitoring  

利用LLS探测资料，获取约定区域内的雷电活动参数。 

3.4 

雷电预警 lightning warning  

利用LLS、多普勒天气雷达、地面电场和探空等观测资料，通过多资料融合应用、统计分析、临近

外推及数值预报等技术手段对有可能发生闪电的区域进行预警。 

3.5 

大气电场仪  atmospheric electric field m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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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大气电场强度和极性的设备。 

3.6 

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 explosive and fire hazardous place 

凡用于生产、加工、储存和运输爆炸品、压缩气体、液化气体、易燃液体和易燃固体等物质的场所。 

[GB/T 32937－2016,定义3.1] 

4 一般规定 

4.1 雷电监测和雷电预警资料 

4.1.1 雷电监测和雷电预警使用资料宜遵循实时性、可靠性、易获取的原则。 

4.1.2 雷电监测和雷电预警宜综合利用雷电定位系统、大气电场仪、多普勒天气雷达和探空设备等提

供的多源气象资料，当气象数据资料获取能力不足时，也可利用单一类型气象资料。 

4.1.3 所用气象资料宜使用最新资料。  

4.2 雷电监测预警主要设备 

雷电监测预警主要使用的探测设备包括：雷电定位系统、大气电场仪、多普勒天气雷达、探空设备

等。雷电定位系统的安装应满足GB/T 33678－2017的第5.5条的要求，其他设备的安装应满足设备厂商

的要求。 

4.3 数据质量控制与处理 

4.3.1 基本要求 

各探测设备获得的数据在使用前应经过数据质量控制和数据处理。 

4.3.2 雷电定位系统数据 

主要使用二维雷电定位系统探测的地闪回击次数、地闪回击经纬度、地闪回击电流强度、地闪回击

时间等参数。具体要求如下： 

——时间分辨率：优于 10
-7
s； 

——空间分辨率：不大于 1 km×1 km； 

——雷电定位系统地闪探测效率宜在 90%以上； 

——闪电数据定位宜选取三个站点及以上进行定位的方式； 

——地闪回击电流强度宜选取大于等于 5 kA 且小于等于 300 kA。 

4.3.3 大气电场仪数据 

主要使用大气电场仪探测的大气电场强度值等参数。具体要求如下： 

——数据提供周期：1 s； 

——有效探测半径不小于 10 km； 

——大气电场仪联网观测时，宜对获取数据进行修正。  

4.3.4 多普勒天气雷达数据 

主要使用多普勒天气雷达探测数据反演的 40 dBZ反射率因子高度变化、回波顶高、垂直液态水含

量等参数。具体要求如下： 

——时间分辨率：6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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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辨率：1 km×1 km。 

——雷电预警所用的多普勒天气雷达数据应经过地物杂波抑制、距离去折叠和速度退模糊处理。 

4.3.5 探空数据 

主要使用探空数据提取 0℃ 层、-10℃ 层高度等参数。具体要求如下： 

——时间分辨率：12 h； 

——空间分辨率：200 km×200 km。 

4.4 服务对象信息与管理 

4.4.1 应获取服务对象(爆炸与火灾危险场所)经纬度、联系方式、服务时段和内容等基础数据，并根

据服务对象需求对其相关数据及时进行更新。 

4.4.2 收集服务对象周边用于雷电监测预警所需数据。 

4.4.3 以服务对象为圆心，由远及近分别以 10 km、5 km和 3 km为半径，监测和预警雷电活动的发生、

发展和消亡，当服务对象提出要求时，也可提供其他半径的雷电监测和预警。 

5 雷电监测测报 

5.1 流程 

雷电监测测报流程宜按图1进行。 

气象部门

资料共享网络服务器

雷电定位系统数据

质量控制

测报判断

三级测报 二级测报 一级测报

测报产品信息发送

测报产品解除判断

流程结束

是

是

5km

否

3km10km

否

是

是

否

 

图 1   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雷电监测测报服务运行流程图 

5.2 雷电监测测报分级 

跟踪已发生的闪电，按云地闪回击点发生位置与服务对象的距离将可能造成的雷电危险分成三个等

级，发送雷电测报信息： 

——三级测报：云地闪回击点发生位置距服务对象 10 km，有造成雷击事故的可能，服务对象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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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关雷电活动的情况； 

——二级测报：云地闪回击点发生位置距服务对象 5 km，造成雷击事故的可能增加，服务对象应

继续关注雷电活动，并做好有关雷击处置的应急预案； 

——一级测报：云地闪回击点发生位置距服务对象 3 km，造成雷击事故的可能性大。活动人员应

停止野外作业，爆炸与火灾危险场所工作人员应停止户外作业和活动；及时采取隔离等防护措施防止重

要设备遭受雷击。 

5.3 雷电测报产品 

雷电测报产品是实时产品，达到雷电监测测报条件，雷电监测预警系统会根据雷电监测分级不定时

制作雷电测报产品，通过电话、传真、网络、短信等方式向服务对象发布雷电测报服务产品。 

5.4 解除雷电测报产品 

以服务对象为圆心，当 10 km 半径范围 30 min内未监测到闪电发生时，则通过电话、传真、网络、

短信等方式向服务对象发布解除雷电测报产品。 

6 雷电预警 

6.1 时效要求 

雷电预警时效为0 h～1 h。 

6.2 流程 

雷电预警流程宜按图 2进行。 

气象部门

资料共享网络服务器

多普勒天气

雷达数据

多普勒天气

雷达数据
探空数据

质量控制

预警判断

是

三级预警 二级预警 一级预警

预警产品信息发送

预警产品解除判断

流程结束

5km10km

是

是

否

3km

否

否

是

 

图 2  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雷电预警服务运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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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雷电预警方法 

6.3.1 根据预警模型，宜采用表 1 中的方法之一进行雷电预警。 

6.3.2 当达到表 1提供的雷电预警条件时，系统通过电话、传真、网络、短信等方式向服务对象发送

预警产品信号。 

表 1 雷电预警两种方法 

序号 所用数据 预警条件 预警范围 

方法一 多普勒天气雷达

和大气电场仪数

据 

大气电场强度≥E 的连续次数大于 6 次，且相应区域

内雷达回波强度≥CR 

半径 10 km 范围内 

方法二 多普勒天气雷达

和探空数据 

对流云的雷达回波顶高≥ET、垂直液态水含量≥VIL，

且≥CR 的雷达回波高度高于-10 ℃温度层结 

半径 10 km 范围内 

E ——预警区域内大气电场强度参数，单位：kV/m。 

CR ——预警区域内雷达回波强度参数，单位：dBZ。 

ET ——预警区域内对流云的雷达回波顶高参数，单位：km。 

VIL ——预警区域内垂直液态水含量参数，单位：kg/m
2
。 

以上参数的取值应根据服务对象所在地气候条件和季节特征进行确定，湖北省雷电预警春、夏两季参数取值参

见附录 A 中表 A.1。 

6.4 雷电预警分级 

利用多普勒天气雷达、大气电场、探空等数据，综合考虑地形、应用场所、雷击可能性等因素，将

可能造成的雷电危险分成三个等级，发送 0 h~1h雷电预警信息： 

——三级预警：雷暴发生位置距服务对象 10 km，1 h 内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

事故； 

——二级预警：雷暴发生位置距服务对象 5 km，30 min内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很大，或者已经

受雷电活动影响，且可能持续，出现雷电灾害事故的可能性比较大； 

——一级预警：雷暴发生位置距服务对象 3 km，10 min内发生雷电活动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已

经有强烈的雷电活动发生，且可能持续，出现雷电灾害事故的可能性非常大。 

6.5 雷电预警产品 

当有雷电发生的可能时，雷电监测预警系统会根据雷电预警等级不定时制作雷电预警产品，通过电

话、传真、网络、短信等方式向服务对象发布雷电预警服务产品。 

6.6 解除雷电预警产品 

以服务对象为圆心，当10 km范围1 h内不满足雷电预警方法所需条件，则通过电话、传真、网络、

短信等方式向服务对象发布解除雷电预警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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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春、夏季节雷电预警模型参考取值 

表1中各参数取值与当地地理气候环境条件以及季节因素有关,因此可根据当地环境和具体情况可

结合表A.1进行阈值调整，以提高预警准确率。 

表A.1 湖北省雷电预警春、夏两季参考值 

参数 

参考取值 

春季 夏季 

E 6 8 

CR 40 42 

ET 12 16 

VIL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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