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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市防雷中心、重庆市防雷检测技术协会、重庆市万州区气象局、重庆市綦江

区气象局、江苏托尔防雷检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许伟、廖路、许成、吴钢、陈大庆、何静、李卫平、粟明品、杨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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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一般规定，检测内容、技术要求、检测数据整理及报告等内

容。

本文件适用于梁式桥、拱桥、刚架桥、缆索承重（悬索桥、斜拉桥）等钢结构或钢筋混凝土桥梁、

附属建（构）筑物及设施设备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其它经评估存在雷电灾害风险桥梁的雷电防护装置

检测可参照执行。

本文件不适用于木桥、圬工桥、立交桥、人行天桥以及轨道交通桥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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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T 31067-2014 桥梁防雷技术规范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QX/T 330-2016 大型桥梁防雷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50057—2010、GB/T 31067-201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悬索桥 suspension bridge

以通过索塔悬垂并锚固于岸侧或桥端（锚锭）的缆索或钢链作为桥跨上部结构主要承重部件的桥梁。

按塔的数量分为双塔、多塔等。

[来源：GB/T 50083—2014，2.1.55]

斜拉桥 cable-stayed bridge

以斜拉（斜张）索连接索塔和主梁作为桥跨结构主要承重构件的桥梁。按主梁在主墩、塔处支撑体

系分为漂浮体系、半漂浮体等；按塔的数量分为独塔、双塔、多塔等。

[来源：GB/T 50083—2014，2.1.54]

桥塔 bridge tower；py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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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承悬索桥或斜拉桥的主索，并将荷载直接传给地基的塔型部件，也称索塔。

[来源：GB/T 50083—2014，2.2.24]

箱梁 box girder

由斜拉索或悬索和支座支承，直接承受由桥面传递的交通荷载的构件。

[来源：QX/T 330-2016，3.17]

4 一般规定

检测分类

4.1.1 桥梁防雷检测分为首次检测和定期检测。首次检测包括新建、改建、扩建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施

工过程中的检测和投入使用后桥梁雷电防护装置的第一次检测。定期检测是按规定周期进行的检测。

4.1.2 新建、改建、扩建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施工过程中的检测，应对其结构、布置、形状、材料规格、

尺寸、连接方法和电气性能进行分阶段检测。投入使用后桥梁雷电防护装置的第一次检测应按设计文件

要求进行检测。

检测对象及项目

4.2.1 防雷检测的对象包括桥梁、附属建（构）筑物及设施设备。

4.2.2 防雷检测的项目包括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等电位连接及屏蔽、电涌保护器（SPD）等。

检测周期

4.3.1 桥梁雷电防护装置应实行定期检测制度，检测间隔时间为 12 个月。

4.3.2 对雷击频发地区或有雷击破坏史的桥梁，宜增加检测次数。

检测机构及人员要求

4.4.1 对桥梁雷电防护装置实施安全性能检测的机构应具有国家规定的相应检测资质。

4.4.2 防雷检测人员应具有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能力，现场检测工作应有两名及以上检测人员承担。

检测仪器设备

4.5.1 检测仪器设备的各类标识应保持完整、清晰。

4.5.2 检测前应对使用的仪器仪表和测量工具进行检查，确保其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并能正常使用。

4.5.3 检测时及检测后发现仪器设备有故障，应立即报告技术负责人，并对已测数据进行分析，对检

测结果的有效性作出判定。如能查到故障时点，换用仪器设备从故障时点之后继续检测，若无法确定故

障时点，应重新进行检测。

检测基本要求与程序

4.6.1 检测宜安排在干燥季节和土壤未冻结时进行，不应在雨、雪后立即进行，遇雷暴天气应立即停

止检测。

4.6.2 首次检测应对全部检测项目实施检测。

4.6.3 对桥梁的定期检测，应查阅上次检测的记录，并现场勘查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有无变化，在桥梁

雷电防护装置无变化时，可不计算接闪器保护范围、检查已隐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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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现场检测时宜按先检测外部雷电防护装置，后检测内部雷电防护装置的顺序进行，将检测结果

填入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记录表。

4.6.5 对检测数据应逐项对比、计算，依据第 5章的规定给出所检测项目的评价结论，出具检测报告。

4.6.6 检测单位应将检测报告连同检测记录表一并存档，首次检测资料应长期保存，定期检测资料应

保存两年以上。

4.6.7 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工作宜按图 1 所示流程进行。

图 1 检测工作流程

5 检测内容及技术要求

防雷分类

5.1.1 大型桥梁主体应划分为第二类防雷建筑物，非大型桥梁宜划分为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注：大型桥梁为单孔跨径≥40 m，或多孔跨径总长≥100 m的桥梁。[来源：QX/T 330-2016，3.10]



4

5.1.2 附属建（构）筑物宜划分为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接闪器

5.2.1 按 GB 50057—2010 附录 D 计算接闪器的保护范围。

5.2.2 按照附录 A 表 A.1 的规定对接闪器的材料规格及安装工艺进行检查和测量，测试与引下线及其

他金属设施的电气连接。

5.2.3 测量明敷接闪带支架间距是否符合表 1 的相关要求。

表 1 明敷接闪带固定支架的间距

单位为毫米

布置方式
扁形和绞线接闪带

固定支架的间距

单根圆形接闪带

固定支架的间距

安装于水平面上的接闪带 ≤1000 ≤1000

安装于垂直面上的接闪带 ≤500 ≤1000

安装于斜拉索或主缆上的接闪带 ≤2000 ≤2000

5.2.4 检查接闪器有无机械损伤、断裂及严重锈蚀现象。

5.2.5 检查接闪器上有无附着的其他电气电子线路。

5.2.6 检查悬索桥、斜拉桥桥塔顶部或中、下承式拱桥的拱肋顶部是否设置接闪杆，首次检测时应计

算接闪杆是否能有效保护顶部航空障碍灯等相关附属设施，并测试接闪杆与引下线的电气连接。

5.2.7 检查接闪带是否沿下列部位明敷，并测试接闪带与引下线的电气连接：

——桥塔顶部外沿；

——桥塔横梁顶部外沿；

——拱肋外沿（拱肋为钢结构时，可利用钢架作为接闪带）；

——悬索桥主缆；

——斜拉桥最外缘斜拉索。

5.2.8 检查桥梁防雷电侧击措施是否符合下列要求，并按照附录 A 表 A.1 的规定检测。

——斜拉桥和悬索桥的桥塔高度超过桥梁闪电侧击高度时（闪电侧击高度按照 GB/T 31067-2014

附录 C 的规定计算），应自该高度起每隔 10 m 沿桥塔四周设置水平接闪带；

——桥墩高度超过低水位 45 m 时，自低水位 45 m 起每隔 12 m 沿桥墩四周设置水平接闪带。

引下线

5.3.1 按照附录 A 表 A.2 的规定对引下线的材料规格及安装工艺进行检查和测量。

5.3.2 检查桥梁利用结构钢筋或钢结构作引下线时各部位的连接情况，并测试其电气连接。

——上端与接闪器的连接情况；

——中部与桥面等电位连接带的连接情况；

——下端与承台下层钢筋、桩基内主筋的连接情况。

5.3.3 检查外露专设引下线有无机械损伤、断裂及严重锈蚀现象。

5.3.4 检查外露专设引下线上是否附着其他电气电子线路或可燃、易燃物。

5.3.5 检查陆地上外露专设引下线的防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措施是否符合 GB 50057-2010 第 4.5.6 条

的规定。

5.3.6 检查自然引下线等电位连接和测试端子预留情况，检查专设引下线断接卡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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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桥面主梁采用箱梁时, 检查是否利用钢筋混凝土箱梁内竖向钢筋作箱梁引下线,并与桥墩引下

线连接，测试其电气连接。

5.3.8 桥面主梁或钢筋混凝土箱梁与桥墩之间采用支座连接时，检查主梁或箱梁底部和桥墩顶部之间

的连接情况，测试其电气连接。

5.3.9 引下线的接地电阻按照 GB/T 31067-2014 附录 E的规定检测。设有断接卡的引下线应至少每年

一次将断接卡断开后，进行测试。

接地装置

5.4.1 按照附录 A 表 A.3 的规定对桥墩、桥台基础接地装置的材料规格及安装工艺进行检查和测量，

并结合桥墩、桥台的基础形式，检查接地装置布设方式，测试与引下线的电气连接。

5.4.2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按照 GB/T 31067-2014 附录 E 的规定检测。

5.4.3 当桥墩设置在水中时，应在基础承台施工完毕并开始修筑墩身时，测试桥墩接地电阻。

等电位连接及屏蔽

5.5.1 按照附录 A 表 A.4 的规定对等电位连接导体、屏蔽装置材料规格及安装工艺进行检查和测量。

5.5.2 桥面伸缩装置采用 U形金属装置时，测试等电位连接带与其两端的电气连接；采用含有橡胶材

料的伸缩装置时，检查伸缩缝两端等电位连接带是否采用铜编织带进行 U 形等电位跨接，测试其电气连

接。

5.5.3 检查桥梁上电气设备金属外壳等外露可导电部分是否接地，除照明灯具以外的电气设备，是否

采用专门的保护线，该保护线与相线敷设在同一保护管内时，应具有与相线相等的绝缘，测试其电气连

接。检查照明灯具是否利用可靠电气连接的金属管线接地，测试其电气连接。

5.5.4 测试桥塔顶、横梁、桥面上的金属物（如金属鞍罩、灯杆、广告牌、钢扶（爬）梯、电梯架、

交通指示牌等）与雷电防护装置的电气连接。

5.5.5 测试桥体内部设备下列部位的电气连接：

——桥塔、箱梁、鞍室、锚室内所有电气设备金属外壳等外露可导电部分、金属管道、钢扶（爬）

梯以及金属构件的连接部位。

——桥塔内电梯导轨顶端、底端与防雷等电位连接端子的连接部位。

——箱梁内水平运输小车导轨两端与等电位连接端子的连接部位。

5.5.6 测试桥梁防雷电侧击接闪带连接部位的电气连接：

——斜拉桥防雷电侧击接闪带上端与桥塔水平接闪带或引下线的连接部位、下端与桥面等电位连

接带的连接部位；

——悬索桥吊杆防雷电侧击接闪带上端与主缆顶部接闪带的连接部位、下端与加劲梁钢桁架的连

接部位；

——中、下承式拱桥吊杆防侧击雷接闪带上端与钢筋混凝土拱肋的主钢筋或钢架拱肋的连接部位、

下端与桥面等电位连接带的连接部位。

5.5.7 测试桥梁主体连接部位的电气连接：

——悬索桥吊杆处的金属套管上下端分别与拱肋和桥面雷电防护裝置的连接部位；

——中、下承式拱桥的钢结构拱脚通过引下线与接地装置的连接部位；

——主缆、斜拉索、吊杆与桥塔或主梁锚固处的金属锚具与桥梁金属体的连接部位；

——加劲钢箱梁的接头部位；

——地锚式悬索桥主钢缆和钢箱梁与大地相连的锚锭连接部位。

5.5.8 采用光缆时，测试光缆金属护层、金属挡潮层、金属加强芯等在入户处与等电位连接装置的电

气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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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涌保护器（SPD）

5.6.1 电涌保护器(SPD)的安装要求应符合附录 A 表 A.4 的规定。

5.6.2 检查 SPD 的状态指示器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5.6.3 测量 SPD 之间的线路长度。当低压配电系统线路上安装多级 SPD 时，SPD 之间的线路长度应符

合生产厂商提供的技术要求。如无技术要求时，应符合附录 A 表 A.4 的规定。

5.6.4 测试 SPD 接地端子与接地装置的电气连接。

5.6.5 电源 SPD 压敏电压、泄漏电流、绝缘电阻按照 GB/T 21431-2015 第 5.8.5 节的规定检测。

桥梁附属建（构）筑物及设施设备

5.7.1 桥梁附属建（构）筑物应按照 GB/T 21431-2015 的相关规定检测。

5.7.2 检查桥梁沿线高杆灯、多功能杆、户外监控设备等的直击雷防护措施，测试其接地电阻。

5.7.3 测量桥梁沿线高杆灯、多功能杆、户外监控设备等的接地装置与共用地网的间距，检查是否按

附录 A 表 A.3 的规定独立设置或相互连接。

5.7.4 测试桥梁沿线高杆灯、路灯、多功能杆、警示牌、告示牌等金属物的接地电阻。

5.7.5 测试桥梁沿线线缆的金属屏蔽层、电气设备金属外壳等外露可导电部分的电气连接。

电阻值要求

5.8.1 桥梁、附属建（构）筑物及设施设备雷电防护装置的接地电阻应符合防雷设计方案的要求。

5.8.2 主桥各桥墩接地电阻宜不大于 10 Ω，桥梁整体接地电阻为各桥墩接地电阻的并联组合。

5.8.3 桥梁、附属建（构）筑物外部雷电防护装置、内部雷电防护装置、电气和电子系统等接地应采

用共用接地系统，接地电阻应按 50 Hz 电气装置的接地电阻值确定，应不大于按人身安全和设计要求所

确定的接地电阻值。

5.8.4 桥梁沿线采用独立接地装置的高杆灯、多功能杆、户外监控设备等，其接地电阻宜不大于 10 
Ω，在土壤电阻率高的地区，可适当增大接地电阻，但在 3000 Ωm以下的地区，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30 
Ω。

5.8.5 当采取电气连接、等电位连接时，其过渡电阻应不大于 0.2 Ω。

6 检测数据整理及报告

检测数据记录

6.1.1 在现场将各项检测结果如实记入检测记录表，检测记录表应有检测人员和现场负责人签名。雷

电防护装置检测记录表参见附录 B。

6.1.2 检测时，应绘制桥梁雷电防护装置平面示意图，后续定期检测时，雷电防护装置与上次检测有

变化应对示意图进行补充或修改。

检测结果判定

应按GB/T 8170-2008规定的数值修约比较法，将经计算或整理的各项检测结果与相应的技术要求进

行比较，判定各检测项目是否合格。

检测报告

6.3.1 检测报告应包括：

——委托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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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的主要技术标准、使用的主要检测仪器，

——检测项目、检测内容、检测结论，

——检测日期、报告签发日期及报告有效期，

——检测、校核和签发人员签名，

——加盖检测机构检测专用章和检测机构公章。

6.3.2 检测报告应按 6.1 和 6.2 的内容填写。

6.3.3 检测报告纸质件不少于两份，一份送委托单位，一份由检测单位留存。同时检测单位应留存检

测报告的电子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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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技术要求

表A.1~表A.4分别给出了桥梁所涉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及雷击电磁脉冲防护装置的材料规格

和安装工艺的技术要求。

表 A.1 接闪器材料规格及安装工艺的技术要求

名称 技术要求

接闪杆

接闪杆宜采用热镀锌圆钢或钢管，其直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杆长 1 m 以下，热镀锌圆钢不应小于 12 mm，钢管不应小于 20 mm；

杆长 1 m~2 m ，热镀锌圆钢不应小于 16 mm，钢管不应小于 25 mm；

杆长 2  m 以上，热镀锌圆钢不应小于 20 mm，钢管不应小于 40  mm。

接闪杆的接闪端宜做成半球状，其弯曲半径最小宜为 4.8 mm，最大宜为 12.7 mm。

接闪带

材料规格按照 GB/T 31067-2014 附录 A 表 A.1 的规定选取。

斜拉索最外缘和悬索桥主缆接闪带固定支架可设置为抱箍形式，利用支持架将整段接闪带

可靠固定在拉索或主缆的上方，并每隔 6  m 在接闪带上设置一个弯头。

防雷电侧击

装置

材料规格按照 GB/T 31067-2014 附录 A表 A.1 的规定选取。

斜拉索、吊杆横桥外侧表面的防雷电侧击装置应装设在高密度聚乙烯护套外。

斜拉桥内侧拉索、悬索桥吊杆、中、下承式拱桥吊杆防雷电侧击接闪带宜采用抱箍方式设

置在高密度聚乙烯护套外侧。

防腐措施 镀锌、涂漆、暗敷、加大截面、采用非腐蚀金属材料。

搭接长度与

焊接方法

扁钢与扁钢：不应少于扁钢宽度的 2 倍，两个大面不应少于 3 个棱边焊接;

圆钢与圆钢（或扁钢、钢管、角钢）：不应少于圆钢直径的 6倍﹐双面施焊﹔

扁钢与角钢（或钢管）：紧贴角钢外侧两面或紧贴 3/4 钢管表面，上、下两侧施焊，并应焊

以由扁钢弯成的弧形（或直角形）卡子或直接由扁钢本身弯成弧形或直角形与钢管或角钢

焊接。

表 A.2 引下线材料规格及安装工艺的技术要求

名称 技术要求

根数

单个墩柱内引下线不应少于 2 根，其间距沿周长计算不应大于 18 m。桥墩间距沿桥梁纵向

大于 18 m 时，应在间距大于 18 m 的两端桥墩处增设 2根引下线；

悬索桥、斜拉桥单个塔柱内引下线不应少于 4 根；

无法利用桥塔或桥墩结构内钢筋作引下线时，应在塔柱、墩柱外侧设置不少于 2 根专设引

下线。

材料规格
专设引下线宜采用直径不小于 16 mm 的热镀锌圆钢或 50 mm×4 mm 热镀锌扁钢；

其它材料规格按照 GB/T 31067-2014 附录 A 表 A.1 的规定选取。

防腐措施 镀锌、涂漆、暗敷、加大截面、采用非腐蚀金属材料。

搭接长度与

焊接方法

扁钢与扁钢：不应少于扁钢宽度的 2 倍，两个大面不应少于 3 个棱边焊接;

圆钢与圆钢（或扁钢）：不应少于圆钢直径的 6倍﹐双面施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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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接地装置材料规格及安装工艺的技术要求

名称 技术要求

人工接地体

桥梁基础土壤中的人工辅助接地体埋设深度不应小于 0.5 m。

桥墩基础内钢筋经过环氧树脂防护，且混凝土包覆在绝缘的防水层内时，应沿墩身周围增

设厚度不小于 5  mm 的人工接地铜板，其面积和数量根据设计接地电阻值确定；

桥墩桩基础底部的水平接地板宜采用 500 mm×500 mm×5 mm 的镀锌钢板；

其它材料规格按照 GB 50057-2010 表 5.4.1 的规定选取。

自然接地体

桥墩基础、桥台基础内作为接地装置的普通钢筋单桩不少于 2 根；

桩基础内应利用不少于 2 根直径不小于 16 mm 的柱筋与桩基承台连接，如采用钢桩，应每

根钢桩与桩基承台相连；

钢沉井壁与顶盖承台的连接点不少于 2 处；

其它材料规格按照 GB 50057-2010 表 5.4.1 的规定选取。

安全距离
桥梁沿线高杆灯、多功能杆、户外监控设备的接地装置与共用地网间距大于 20  m 时，应独

立设置；小于等于 20  m 时，应与共用地网进行连接。

搭接长度与

焊接方法

扁钢与扁钢：不应少于扁钢宽度的 2 倍，两个大面不应少于 3 个棱边焊接;

圆钢与圆钢（或扁钢、钢管、角钢）：不应少于圆钢直径的 6倍﹐双面施焊﹔

扁钢与角钢（或钢管）：紧贴角钢外侧两面或紧贴 3/4 钢管表面，上、下两侧施焊，并应焊

以由扁钢弯成的弧形（或直角形）卡子或直接由扁钢本身弯成弧形或直角形与钢管或角钢

焊接。

表 A.4 雷击电磁脉冲防护装置的材料规格及安装工艺的技术要求

名称 技术要求

雷

击

电

磁

脉

冲

防

护

装

置

等电位连接

桥梁等电位连接带的材料规格：铜材料的截面积不应小于 50 mm²；钢材料的截面

积不应小于 100 mm²。

桥面两侧的等电位连接带之间应每隔 25 m 作连接；

防撞护栏、桁架、金属栏杆、金属隔离带行车架等纵向通长金属物应每隔 25 m

与等电位连接带连接，并应在首末端作接地处理；

桥梁等电位连接带应每隔不大于 30 m 与主梁、钢筋混凝土箱梁、钢箱梁、钢桁

梁作连接；

桥梁电力和信号线缆、电缆桥架、金属屏蔽管等管线应每隔 30  m 与等电位连接

带连接，当金属线缆和管线设置在箱梁内时，可从已与雷电防护装置连接的每一

跨箱梁两端腹板内侧钢筋外引接地预留端子。

沿桥梁垂直敷设的金属管或电缆桥架顶端和底端应与雷电防护装置连接。

进出桥梁、建（构）筑物各类金属管线应在防雷区界面处与雷电防护装置连接。

室内等电位连接带至接地装置或各等电位连接带之间的连接导体：铜材料的截面

积不应小于 16 mm²；钢材料的截面积不应小于 50 mm²。

室内金属装置至等电位连接带的连接导体：铜材料的截面积不应小于 6 mm²；钢

材料的截面积不应小于 16 mm²。

室内管道、构架、金属线槽连接处应作跨接处理，并与等电位连接带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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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续）

名称 技术要求

雷

击

电

磁

脉

冲

防

护

装

置

屏蔽

引入桥梁的低压配电线路受条件限制，可采用架空线，并应使用一段金属铠装电

缆或护套电缆穿钢管直接埋地引入，其埋设长度不应小于 2 ρ，且在架空线与

电缆转接处应装设电涌保护器（SPD）。

注：ρ为埋电缆处的土壤电阻率（单位为Ωm）。

室外电气和电子系统的金属线缆应采用屏蔽电缆或穿钢管埋地敷设，屏蔽层或钢

管应至少两端就近接地；

当电子系统要求一端接地时，宜采取双层屏蔽或穿钢管敷设，外屏蔽层或钢管应

两端接地。

室内电气和电子系统的金属线缆应敷设于金属管（槽）内。数据、信号线缆与电

源线缆不宜同管槽平行敷设，其间距应符合 GB 50343-2012 第 5.3.4 条的规定。

电涌保护器

（SPD）

桥梁低压配电线路在电源引入的总配电箱处应装设Ⅰ级试验的 SPD；

建（构）筑物低压配电线路在电源引入的总配电箱、配电柜处应装设Ⅰ级试验的

SPD；

在配电线路分配电箱、电子设备机房配电箱等处，应装设Ⅱ类或Ⅲ类试验的 SPD

作为后级保护；

在靠近需要保护的设备处，应装设符合Ⅱ级或Ⅲ级试验的 SPD，其 UP值应小于被

保护设备的绝缘耐冲击电压。

电子系统 SPD 的选择应符合 GB 50057—2010 中 4.2.4 条第 11、12 款，4.3.8 条

第 7、8 款，4.4.7 条第 3、4款的规定；

使用直流电源的信息技术设备，视其线路长度和工作电压要求，应安装适配的直

流电源线路电涌保护器。

当电源电压开关型 SPD 至限压型 SPD 之间的线路长度小于 10 m、限压型 SPD 之间

的线路长度小于 5 m 时，在两级 SPD 之间应加装退耦装置。当 SPD 具有能量自动

配合功能时，SPD 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受限制。SPD 应有过流保护装置和劣化显示

功能。

SPD 连接导线应短直，总长度不宜大于 0.5 m，连接导线的最小截面积如下：

SPD 级数 SPD 类型
SPD 连接相线铜导线

mm²

SPD 接地端连接铜导线

mm²

第一级
开关型或

限压型
6 10

第二级 限压型 4 6

第三级 限压型 2.5 4

第四级 限压型 2.5 4

注：组合型 SPD 参照相应级数的截面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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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原始记录表格式样

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记录表[I]

No.雷检 xxxx 字 xxxx第 xxxx 号

检测日期 天气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委托单位名称

桥梁

名称

地址

单孔跨径长

度

多孔跨径

总长度

桥下

净空高度

桥梁

建筑高度

经度 纬度 防雷类别

检测设备

仪器名称及型号 仪器名称及型号

依据标准

检测项目 综合质量描述 结论

接闪器

引下线

接地装置

等电位连接

及屏蔽

电涌保护器

（SPD)

检测综合结论

有效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承检单位盖章）

备注

检测人 校核人 签发人 签发日期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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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记录表[II]

No.雷检 xxxx 字 xxxx第 xxxx号

桥梁名称

接 闪 器

检测日期 天气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接闪杆

数量 材料规格 杆长 安装位置

保护对象 保护范围
被保护物

是否处于保护范围内

引下连接情况

接闪带

材料规格 布置方式
固定支架

间距

与引下线连接情况

防雷电侧击

装置

材料规格
闪电侧击

高度
设置情况

与引下线连接情况

有无机械损伤 有无断裂 锈蚀情况

附着情况

防腐措施

测试位置 接地电阻 测试位置 接地电阻 测试位置 接地电阻

备注

检测人 校核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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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记录表[III]

No.雷检 xxxx 字 xxxx 第 xxxx号

桥梁名称

引下线

检测日期 天气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柱筋/钢柱引下

线

类型 材料规格 利用主筋数

组数 平均间距 连接方式

与接闪器连接情况

与桥面等电位连接情况

与接地装置连接情况

等电位连接和测试端子

预留情况

专设

引下线

敷设方式

及数量
材料规格 平均间距

搭接情况 与接地装置连接情况

防接触电压

和跨步电压措施

断接卡设置情况

有无机械损伤 有无断裂 锈蚀情况

附着情况

防腐措施

测试位置 接地电阻 测试位置 接地电阻 测试位置 接地电阻

备注

检测人 校核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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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记录表[IV]

No.雷检 xxxx 字 xxxx第 xxxx 号

桥梁名称

接地装置

检测日期 天气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自然接地体

位置 基础形式 连接情况 材料规格 埋设深度

桥墩

桥台

人工接地体

人工

接地体

水平

接地体

材料规格 形状 埋设深度

连接情况

垂直

接地体

材料规格 埋设深度 长度 间距

连接情况

接地装置

总体设置情况

防跨步电压措施

独立地网

与共用地网间距

测试位置 接地电阻 测试位置 接地电阻 测试位置 接地电阻

备注

检测人 校核人 无



15

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记录表[V]

No.雷检 xxxx 字 xxxx第 xxxx号

桥梁名称

等电位连接

检测日期 天气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纵向通长金属物

接地间距

接地干线

接地点数量

□接地电阻 □过渡电阻

内容 测试位置 等电位连接线材料规格 电阻值 测试位置 等电位连接线材料规格 电阻值

桥塔（顶）

桥面

桥体内部

桥梁主体

连接部位

备注

检测人 校核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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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记录表[VI]

No.雷检 xxxx 字 xxxx 第 xxxx 号

桥梁名称

屏蔽措施

检测日期 天气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接地电阻 □过渡电阻

内容
屏蔽

方式
屏蔽层材料规格 屏蔽层接地情况 电阻值

电气线路屏蔽

室外

室内

电子线路屏蔽

室外

室内

电涌保护器（SPD)

检测日期 天气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接地电阻 □过渡电阻

安装位置 装置型号
试验

类别
SPD 类型 In/Iimp

压敏

电压

泄露

电流

绝缘

电阻

接地线

材料规格
电阻值

备注

检测人 校核人 无



17

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记录表[VII]

No.雷检 xxxx 字 xxxx 第 xxxx 号

桥梁名称

检测日期 天气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接地电阻 □过渡电阻

测试位置 接地线材料规格 电阻值 测试位置 接地线材料规格 电阻值

备注

检测人 校核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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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记录表[VII]

No.雷检 xxxx 字 xxxx 第 xxxx 号

桥梁名称

检测日期 天气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接地电阻 □过渡电阻

测试位置 接地线材料规格 电阻值 测试位置 接地线材料规格 电阻值

备注

检测人 校核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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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记录表[VIII]

No.雷检 xxxx 字 xxxx 第 xxxx 号

桥梁名称 图名

附图及说明：

检测人 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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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　检查自然引下线等电位连接和测试端子预留情况，检查专设引下线断接卡设置情况。
	5.3.7　桥面主梁采用箱梁时, 检查是否利用钢筋混凝土箱梁内竖向钢筋作箱梁引下线,并与桥墩引下线连接，测试其电
	5.3.9　引下线的接地电阻按照GB/T 31067-2014附录E的规定检测。设有断接卡的引下线应至少每年一次

	5.4　接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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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　检查桥梁上电气设备金属外壳等外露可导电部分是否接地，除照明灯具以外的电气设备，是否采用专门的保护线，
	5.5.4　测试桥塔顶、横梁、桥面上的金属物（如金属鞍罩、灯杆、广告牌、钢扶（爬）梯、电梯架、交通指示牌等）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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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　测试桥梁主体连接部位的电气连接：
	5.5.8　采用光缆时，测试光缆金属护层、金属挡潮层、金属加强芯等在入户处与等电位连接装置的电气连接。

	5.6　电涌保护器（SPD）
	5.6.1　电涌保护器(SPD)的安装要求应符合附录A表A.4的规定。
	5.6.2　检查SPD的状态指示器是否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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