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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9-2006  

条文说明  
 

 
1  总则  
1.0.1   本条简要地阐明了本规范编制的宗旨，是为了保证接地装置的施工和验收质量而制

定。  
1.0.2   本条明确了规范的适用范围是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的接地装置。其他如电子计算机和

微波通讯等接地工程应按相应的施工及验收规范执行。  
1.0.3   施工现场必须按照设计施工，不得随意修改设计，必要时需经过设计单位的同意，

并按修改后的设计执行。工程建设管理单位和监理单位应有专人负责整个施工过程的监督。

监理单位参与工程建设全过程管理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的施

工，特别是隐蔽的接地装置施工，应有专职的监理或旁站人员监督施工和参与检查验收。  
1.0.4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凡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器材，均不得使用和安装。  
1.0.5   本规范内容是已质量标准和工艺要求为主，有关施工安全问题，尚应遵守现行的安

全技术规程。  
1.0.6   电气装置接地工程应及时配合建筑施工，从而减少重复劳动，加快工程进度和提高

工程质量。  
1.0.7   接地装置的焊接质量应符合规定，尤其近年接地装置逐渐采用铜、铅等材料，相同

或不同材质的材料之间的焊接应严格按照本规范或施工工艺进行，以保证施工质量。施工过

程必须保证各种电气装置（或其接地引下线）与主接地网可靠连接，电气导通良好。多块接

地网或扩建的接地网与原接地网之间应多点连接，设置接地井，且有便于分开的断接卡，以

便于测量分块接地电阻，接地井测试项目包括：铜绞线焊接情况检查，判断导体连接情况是

否良好的导通性测试，接触电阻测试等。  
1.0.8   接地装置验收应在土建完工后尽快安排进行，以便在投产前有时间对不合格的接地

装置进行改造。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对部分新建变电站接地装置交接测试中，多次遇到由

于基建工程施工进度安排不合理、投产工期压力或施工方原因，线路架空地线和架空光纤地

线（OPGW）已引入变电站并完成安装，导致接地电阻测试时无法完全将架空地线与接地装

置隔离，其一是光纤地线由于其结构原因难以解除与接地装置的联接，也无法采取有效的隔

离措施；其二是施工单位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将接地装置外延部分与出线终端杆塔或其接地装

置进行连接以加强将阻效果，即使解开架空普通地线在构架处与接地装置的连接跳线，也不

能保证其与接地装置完全隔离。在这种条件下测量的接地电阻值比实际值是偏小的，其偏差

量又无法给出，严重影响测试结果的有效性和对接地工程的评价、验收工作。为此要求：①  
接地装置交接测试时，必须排除与接地装置连接的接地中性点、架空地线和电缆外皮的分流

影响。②合理安排接地装置施工进度和工期，在接地装置敷设完毕后就应进行接地接地电阻

测试，若测试不合格需改造，则改造必须在线路完成安装前（全部架空地线尚未敷设至终端

杆塔和变电站构架处）完成，接地装置测试合格后才能将线路架空地线接入变电站接地装置。

③施工单位在接地装置外延部分施工或改造过程中，不得将接地装置接地导体与出线终端杆

塔本体或其他接地装置连接。  
   对高土壤电阻率地区的接地装置，接地电阻难以满足要求时，应由设计确定采取相应措施

后方可投入运行，这方面可以参照电力行业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DL/T621 的要求进



筑神,中国建筑资料下载中心 Http://www.zhushen.com.cn 

筑神,中国建筑资料下载中心 Http://www.zhushen.com.cn 
 

行。  
3  电器装置的接地  
3.1 一般规定  
3.1.1   本条规定了哪些电气装置应接地或接零。在原规范基础上充实了部分设备和内容，

如本条第 5 款增加了“穿线的钢管之间或钢管和电器设备之间有金属软管过渡的，应保证金

属软管段接地畅通”。近年来对施工工艺质量要求的提高，采用金属软管作为电缆保护管的

过渡连接较多，金属软管本身不允许作为接地连接用，特提出“应保证金属软管段接地畅通”，
即必须采用其他方式作为接地连接。要求使用软管接头和金属软管封闭电缆应接地，可以保

证工艺美观和电缆安全；为保证穿线的钢管和金属软管全线良好接地，需要金属软管段两端

的软管接头之间保证良好的电气连接。第 10 款原规范为电除尘器的构架，现改为：“承载电

气设备的构架和金属外壳”，修改后使类似电除尘器的构架全部包含进去。第 14 款系原规范

条文，控制电缆的金属护层根据国家标准《工业与民用电力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J65
和 1985 年版《苏联电气装置安装法规》规定而修订。要求控制电缆的铠装层、屏蔽层和接

地芯线均应接地，目的是为了保障控制电缆两端连接的电气设备及人身安全。增加了第 15
款“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当二次绕组在二次回路中被使用时，回路线中会有接地点，当二次

绕组在二次回路中作为备用时，可能就被忽视，但是只要互感器一次侧投运，无论二次绕组

是否被使用，从安全而言，都必须接地。为引起重视，增加本条文。  
3.1.2   本条文规定了哪些电气装置不需要接地或不需要接零，基本与原规定相同。为同设

计规范协调一致，第 1 款中，在木质、沥青等不良导电地面的干燥房间内，交流额定电压为

400V（原规范为 380V）及以下的电气设备的外壳，可以不接地或不接零。  
3.1.3   本条与原规范相同，当直流流经在土壤中的接地体时，由于土壤中发生电解作用，

可使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值增加，同时又可使接地体及附近地下建筑物和金属管道等发生电腐

蚀而造成严重的损害。本条第 3 款根据日本的技术标准和原东德接地规范的接地体以及接地

线的规定，直流电力回路专用的中性线和直流双线制正极如无绝缘装置，相互间的距离不得

小于 1m。  
采用外引接地时，外引接地体的中心与配电装置接地网的极力，根据我国水电厂的实验不宜

过大，否则由于引线本身的电阻压降会使外引接地体利用程度大大降低。  
  注：考虑高压直流输电已自成系统，直流电力网将有专用规范，本条只使用于一般直流系

统。  
3.1.4   本条与原规范相同，规定接地线一般不应作其他用途，如电缆架构或电缆钢管不应

作电焊机零线，以免损伤电缆金属护层。  
 
3．2  接地装置的选择  
3.2.1   本条与原规范基本相同，提示了交流电气设备的接地，可利用直接埋入地中或水中

的自然接地体，这几种自然接地体均直接埋入地中或水中，能够很好地起到降低接地电阻、

均衡电位的作用，且能节约钢材，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  
3.2.2   目前已广泛应用建筑物金属结构及满足热稳定要求的混凝土结构内部的非预应力钢

筋作为交流电气设备的接地线，能够保证设备的运行可靠性。  
3.2.3   本条规定了敷设人工接地网的基本要求，对于发电厂、变电站等大型接地装置，因

为接地电阻的要求比较高，为此以敷设人工接地网为主，可利用的自然接地体为辅。尤其在

土壤电阻率较高的地区，接地电阻值很难达到要求时，通常采用的对策是将地网外延，由于

地网敷设在变电站之外，必然导致高电位外引，形成安全隐患；同时也需要附带经济赔偿条

件，耗费很大，因而不是很理想的方案。深孔（井）或非单层接地的降阻措施被实践证明从

降阻效果和节省费用两方面是有效的，众所周知，平面布置的接地极之间，在近距离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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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作用，深孔（井）接地则利用了三维空间，而且还将高电位引向大地深层。在深孔（井）

技术应用中，有几点必须注意的事项：①必须掌握有关的地质结构质料和地下土壤电阻率的

分布，以保证深孔（井）接地能在所处位置上收到较好的结果。②国内有关的多孔接地极并

联的测试表明，深孔（井）接地极之间的屏蔽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实际设计和施工中应予以

考虑，以达到最大限度发挥深孔（井）接地作用，又能降低成本的目的。③在发育完整的坚

硬岩石地区，可考虑深孔爆破，让降阻剂在孔底程立体树枝状分布，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接

地电阻。非单层接地降阻措施可以因“地”制宜地采用如双层接地网、在原址基础上先建一层

接地网再回填建第二层接地网等多种形式，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在修建山地变电站

的情况下，常常需要削平部分山坡地，而填充到较低山脚处，可以在即将被淹没的原坡地表

面，先敷设部分接地网，以便充分利用原来风化的低电阻率土壤，回填之后，再敷设新的接

地网，以期达到更好的接地效果。因此，非单层接地降阻可以设计出多种灵活的方案，呈现

多种形式。  
3.2.4   为了系统出现故障时，确保人身的安全，条文中所列的敷设人工接地网的 3 点要求

参照了电力行业的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DL/T621 的有关条款，以保证均压以及跨步

电压和接触电压满足设计和运行要求。虽然这些是设计上应考虑的，本规范中作出这些规定，

要求参与建设的各方在施工与验收中给予应有的重视。  
3.2.5   我国钢接地体普遍受到了腐蚀和锈蚀，钢接地体（线）耐受腐蚀能力差，钢接地体

（线）规格偏小，钢材镀锌后能将耐腐蚀性能提高 1 倍左右，在我国已取得很好的防腐效果

和运行经验，兼顾节约有色金属和接地装置防腐蚀需要，目前我国接地装置已普遍采用热镀

锌钢材，已成为最基本的要求。  
   目前铜质材料的采用有逐渐增多的趋势，铜质的选用需要因地制宜，还要做好技术经济比

较论证工作。  
裸铝导体埋入地下较易腐蚀，强度低、使用寿命较钢材短且价格比钢材贵，规定不得采用铝

导体作为接地体或接地线。  
3.2.6 本条文是原规范 2.2.3 条修改的。我国钢接地体普遍受到了腐蚀和锈蚀，接地体（线）

规格偏小，根据导电性能、热稳定、均压和机械强度的要求，还应考虑腐蚀的影响，提出了

钢、铜接地体（线）导体截面的最小规格，编制过程参考了国家标准《工业与民用电力装置

的接地设计规范》GBJ 65 及 1985 年版《苏联电气装置安装法规》以及我国钢、铜材规格，

边力求与其他规程一致。铜接地体和钢接地体的最小规格，目前尚无统一的国家标准，条文

中规定的为最小规格，在实际施工中应参照设计或以设计意见为主。  
执行中应注意：本规范表 3.2.6-1 和表 3.2.6-2 所列的钢、铜接地体（线）规格是最小规格，

不能作为施工中选择接地体（线）规格的依据。在实际施工中应根据设计选用接地体（线）

规格进行实施。但当设计选用的接地体（线）规格小于本规范表 3.2.6-1 和表 3.2.6-2 所列的

钢、铜接地体（线）时，实际施工应采用本规范表 3.2.6-1 和 3.2.6-2 所列的钢、铜接地体（线）

规格。  
3.2.7 本条主要是针对低压电气设备及控制电缆的接地提出的。根据国家标准《工业与民用

电力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J 65 规定明敷铜、铝接地线的最小截面，不能作为施工中采

用接地线截面的依旧实际施工中应根据设计选用接地线截面进行实施。  
3.2.8 本条规定的这些电气设备，岁不要求专门敷设接地引下线，但仍保证其接地是良好的，

为此应保证其全长为完好的电气通路。  
3.2.9 蛇皮管、管道保温层的金属外皮或金属网、低压照明网络的导线铅皮以及电缆金属保

护层等，它们的强度差又易腐蚀，作为接地线很不牢靠。本条明确规定不可作为接地线，并

对用蛇皮管作为保护管时，蛇皮管两端的接地做法，也作了规定，目的是保证连接可靠。增

加部分是为了强调金属软管两侧的两个软管接头间保持良好的电气连接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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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 在高土壤电阻率地区，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很难达到要求时，采用外扩接地网、多

层接、深井接地极、压力灌注降阻剂、敷设水下接地网、多层接地或电解离子接地极等措施

来降低接地电阻，各地的实践证明有效，但实践中应因地制宜，考虑原来接地装置的状况、

周围地形地貌、土壤电阻率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论证来合理选取，以获得最佳的降阻

效果。  
3.2.11 提出对永冻土地区，除可采用第 3.2.10 条的措施外，还可以采用哦哦哦哦哦哦哦  
降阻措施。  
3.2.12 现有的接地装置降阻措施中，外扩接地网的降阻效果虽然效果比较直接，但受到征地

补偿、降阻后站外接地网运行维护管理等因素的制约深孔（井）接地的作用。  
3.2.13 降阻剂分为化学降阻剂和物理降阻剂，化学降阻剂自从发现有污染水源和腐蚀接地网

的缺陷后，基本上就没有使用了，现在广泛接受的是物理降阻剂（也成为长效型降阻剂）。

尽管近 20 多年来，国内变电站地网中不乏使用降阻剂取得较好成效的实例，但是围绕是否

使用降阻剂的问题仍有许多争论，部分是顾虑到降阻剂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加上当前国内降

阻剂材料种类繁多且混乱，且不谈生产条件所限，其本身身成分和性能也不一定稳定，导致

在不同变电站使用效果迥异，因此对降阻剂产品的监督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为防止施工中擅

自滥用降阻剂和由于施工不当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利用降阻剂降低土壤电阻率时，降阻剂的

材料选择及施工工艺应符合本条规定。  
3.2.14 在土壤电阻率相对较低的地区，地网接地电阻值容易满足要求，但腐蚀问题比较突出。

在接地装置腐蚀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应采用有效的防腐措施，且接地装置的防腐应符合技

术标准的要求。金属腐蚀一般可分为三类，即：电化学腐蚀、杂散电流腐蚀和细菌（微生物）

腐蚀。对接地装置来说，电化学腐蚀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基于金属原子结构和电化学腐蚀现

象中“微电池”和“宏电池”的机理，采用以牺牲阳极，积极地保护以阴极形式存在的接地装置

的主动疏导的牺牲性阳极加防腐导电涂料作为配套技术措施的保护方式，实现延长地网寿命

的在国内已证明是有效的对策。采用该措施施工后，应逐一测试保护性电位差、电极输出电

流等一系列参数，满足要求方确认合格。  
 
3.3 接地装置的敷设  
3.3.1 一般在地表下 0.15~0.5m 处，是处于土壤干湿交界的地方，接地导体易受腐蚀，因此

规定不应小于 0.6m，并规定了接地网的引出线在通过地表下 0.6 m 引至地面外的一段需做

防腐处理，以延长使用寿命。接地体引出线的垂直部分和接地装置连接（焊接）部位也容易

受腐蚀，比如热镀钢材焊接时将破坏热镀锌防腐，因此连接（焊接）部位外侧 100 mm 范围

内应做防腐处理。  
3.3.2 本条主要考虑接地体互相的屏蔽影响而作出的距离的规定。  
3.3.3 为防止接地线发生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本条规定经运行经验证明是必要和可行的。  
3.3.4 本条 规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接地的可靠性。  
3.3.5 如接地线串联使用，当一处接地线断开时，造成了后面串接设备接地点均匀不接地，

所以规定禁止串接。  
近年来，我国电网重要设备和设备构架与主接地装置的连接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只有单根

连接线，一旦发生问题，设备将会失地运行；二是接地引下线热容量不够，一旦有接地短路

故障便会熔断，亦使设备失地运行，导致恶性事故。因此规定重要设备和设备构架应有两根

与主接地装置不同地点连接的接地引下线，且每根接地引下线均应符合热稳定及机械强度的

要求。由于接地引下线的重要性，连接引下线要明显、直接和可靠，且便于定期进行检查测

试，应符合电力行业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DL/T 621 的规定。具体地讲，如截面（还

应考虑防腐）不够应加大，并应首先加大易发生故障设备的接地引下线截面和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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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外取回填土时，不重视质量会造成接地不良，故本条明确规定以引起重视。在回填土

时，应分层夯实，对室外接地、山区石质地段或电阻率高的土质区段的回填土工艺提出了明

确要求。修改部分强调了接地敷设前对开挖沟的处理，增强了可操作性和检查依据。  
3.3.8 本条文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绝缘导线和裸导体的颜色标志》GB 7947 制定的。  
3.3.9 本条主要考虑对生产维护检修带来方便。  
3.3.10 本条所述有关场所设立接线板或接地螺栓，为了运行维护装设临时接地线提供方便。  
3.3.11 本条的目的是为了零序保护能正确动作。  
3.3.12 采用单独接地线连接以保证接地的可靠性。在发电厂、变电所电气装置应专门敷设单

独接地线直接与接地体或接地母线连接的设备方面，本条文较原规范进行了拓展，增加了 6
项内容。  
3.3.13 连接线短，在雷击时感应量减少，能迅速的散流。  
3.3.14 全封闭组合电器外壳受电磁场的作用产生感应电势，能危及人身安全，应有可靠的接

地。  
3.3.15 本条规定是为了牢固可靠地接地，避免有悬浮电位产生点火花危及人身安全。  
3.3.16 本条根据国家标准《电热设备电力装置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制定。增加了与高频滤

波器相连的社射频电缆应全程伴随 100 以上的饿铜质接地线的规定，是根据原国家电力公

司编“防止电力生产重大事故的二十五项重点要求”制定的。  
3.3.17 加装断线卡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运行、维护和检测接地电阻。接地装置由多个分接地置

组成时，应按设计要求设置接地井，并有便于分开的饿断接卡，但由于电缆桥架沿线接地，

实际上无法分开，结果由于电缆外皮的影响，接地 电阻测不准，因此设计时一定要分开，

以便真实反映每块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另外增加扩建接地网时，新、旧接地网的连接通过

接地井多点连接，且电气连接要良好，以便真实的反映新、旧两块接地网的接地电阻。  
3.3.18 置便于分开的断接卡目的是为了便于运行、维护和导通检测。  
3.3.19 近年来静态保护已在发电厂及变电所广泛采用，由于保护的重要性，微机保护等相  
关弱电盘柜的接地越来越重要，设立单独的回流排及单独的接地线引往主接地网，是保证微

机保护等相关弱电盘柜可靠接地的有效措施。为防止电磁干扰，每面保护盘都应有良好的接

地，且各盘都应装设连接控制电缆屏蔽层的专用接地铜排。各盘的铜排互相连接成环，多点

与控制室的屏蔽地网连接，用截面不小于 100 的绝缘导线或电缆将屏蔽电网与一次接地网

直接相连，目的是：①尽可能使控制室屏蔽地网和一次接地网之间接地电阻比较小。各盘的

接地铜排上电位接近于地电位。②连接时使用绝缘导线或电缆，免除其他杂散电势窜入。  
3.3.20 主要考虑避免或减小流经引下线的雷电流或故障电流对暗管内敷设电、光缆运行的  
感应影响。  
 
3.3 接地体（线）的连接  
3.4.1 接地线的连接应保证接触可靠。接于电机、电器外壳以及可移动的金属构架等上面  
的接地线应以镀锌螺栓可靠连接。  
3.4.2 对接地体（线）搭接焊的搭接长度作出要求，以保证焊接良好。  
3.4.3 鉴于铜材的使用越来越频繁，铜材的连接方式（热剂焊）的使用也越来越普及，故在

本条文及其他条文中加入相关内容。本条文对热剂焊（放热焊接）工艺的熔接头提出工艺要

求。  
3.4.4 铜绞线、铜绞线用压接端子与接地体连接，目的是为了保证电气接触良好。  
3.4.5 本条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电气接触良好。  
3.4.6 本条文规定了电缆桥架接地的做法，目的是为了保证电气通路导通性完好以及电气接

触良好。电缆桥架的接地,在设计文件或桥架制造厂的说明书中应有规定。当无规定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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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要符合本条规定。  
3.4.7 本条文为金属电缆桥架的接地连接要求，目的是为了保证金属电缆桥架接地系统的电

气通路导通性完好以及电气接触良好。  
3.4.8 制定本条的目的是为了保证 GIS 设备就近以最短的电气距离接地，GIS 重要设备（接

地开关、氧化锌避雷器）接地良好，GIS 接地母线与主接地装置连接良好以及电气接触良好。  
 
3.5 避雷针（线、带、网）的接地  
3.5.1 焊接或热剂焊（放热焊接）为了安全，设置断接卡便于测量接地电阻及检查引下线  
的连接情况，断接卡加保护为防止意外断开。  
第 2 款：目前镀锌制品使用较为普遍，为确保接地装置长期运行可靠，强调了提高材料防腐

能力的要求，均应使用镀锌制品。至于地脚螺栓，现在还没有统一规格，无镀锌成品供应，

故应采取防腐措施。  
第 4 款：4mm 金属筒体不会被雷电流烧穿，故可不另敷接地线。  
第 5 款至第 8 款是参照《电力设备过电压保护设计技术规程》和国家标准《工业与民用电力

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J65 制定的。  
雷击避雷针时，避雷针接地点的高电位向外传播 15m 后，在一般情况下衰减到不足以危及

35KV 及以下设备的绝缘；集中接地装置是为了加强雷电流散流作用，降低对地电压而敷设

的附加接地装置。  
3.5.2 本条要求是防止静电感应的危害。  
3.5.3 构架上避雷针（线）落雷时，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但将电缆的金属护层或穿金属管

的导线在地中埋置长度大于 10m 时，可将雷击时的高电位衰减到不危险的程度。  
3.5.4 为防止发电厂和变电所的避雷线断线造成事故，本条规定避雷线档距不允许有接头。  
3.5.5 避雷针（网、带）及其接地装置施工中存在地上防雷装置已安装完，而地下接地装置

还未施工的情况。为保证人身、设备及建筑物的安全，规定应采取自下而上的施工程序。  
                       3.6 携带式和移动式电气设备的接地  
3.6.1 因携带式电气设备经常移动，导线绝缘易损坏或导线折断，危及人身安全。因此要求

应有专用芯线接地，严禁利用其他设备的零线接地，以防零线断开后造成设备没有接地。  
3.6.2 携带式电气设备的接地线应考虑接地方便且不易折断。为了安全可靠，要求采用截面

小于 1.5mm2 的软铜绞线。该截面是保证安全需要的最低要求，具体截面应根据相导线选择。  
3.6.3 保证了移动式机械有可靠的保护接地，利用自然接地体能节省人力和钢材。  
3.6.4 条文中的两种情况发生碰壳短路时，人体与大地间无电位差，不会发生触电危险。  
                     3.7 输电线路杆塔的接地  
3.7.1~3.7.4 这几条是参照现行电力行业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DL/T 621 制定的。分

别针对不同土质情况和土壤电阻率，规定了高压输电线路杆塔接地装置的几种形式，接地极

埋设深度以及对杆塔接地装备接地电阻值的要求。对于土壤电阻率 ρ 超过 2000Ω•m 的高土

壤电阻率地区，当经过技术经济比较，接地电阻很难降到 30Ω 时，规定可采用 6~8 根总长

度不超过 500m 的放射形接地极或连续伸长接地极。  
3.7.5 接地装置采用放射形接地极时，放射形接地极长度太长，将影响降阴（尤其是冲击接

地电阻）和散流效果，本条规定了几种土壤电阻率下，每根放射形接地极的最大长度。  
3.7.6 本条规定了高土壤电阻率地区杆塔接地装备降阴的若干方法。  
3.7.7 在居民区和水田中的接地装置晚受外力破坏，敷设成闭合环形一方面是形成连通的接

地网，同时也起到了提高可靠性的作用。  
3.7.8 室外山区等特殊地形情况下，特别是放射形接地极很难按照设计的直线进行敷设，因

此，应该画上简图记录实际走向，方便运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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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 本条是对在山坡等倾斜地形敷设水平接地体的专门要求，主要目的是考虑线路长期的

运行维护工作，防止接地体的外露腐蚀生锈和外力破坏。  
3.7.10 接地线与杆塔的连接，既要考虑施工又要考虑运行维护，所以应同时考虑接触良好可

靠和便于测量接地电阻。  
3.7.11 因为在室外，尤其是耕地、水田、山区等易受外力破坏的地方，经常发生接地引下线

被破坏等情况，所以要求架空线路杆塔的每一腿都与接地体引下线连接，通过多点接地以保

证可靠性。  
3.7.12 本条款是对混凝土电杆的接地引下方式的要求，直接从架空避雷线引下是为了保证电

气通路更加顺畅。  
                 3.8 调度楼、通信站和微波站二次系统的接地  
  本节是参照《电力系统通信站防雷运行管理规程》DL 548 制定的。  
3.8.1 调度通信综合楼内的通信站与同一楼内的动力装置、建筑物避雷装置共用一个接地网，

以避免不同接地网间因流过雷电流或故障电流后地电位不等引起的反击，以及达到均压和屏

蔽等目的。  
3.8.2 为减少外界雷电等电磁干扰，调度通信综合楼及通信机房的建筑钢筋、金属地板构架、

机房内环形接地母线等均应相互焊接，形成等电位的电气上连通的法拉第笼式接地系统，作

为防电磁屏蔽措施。  
3.8.3 本条的目的是使发电厂、变电站或开关站的通信站的接地装置与厂、站的接地网更好

的连接。  
3.8.4 本条规定了通信机房建筑应配置的防直击雷的接地保护措施。  
3.8.5 规定了围绕机房建筑的闭合环形接地装备和通信机房内环形接地母线的敷设要求，以

及保证环形接地装置、环形接地母线和房顶闭合均压带之间可靠电气连接的要求。  
3.8.6 规定了对机房内各种电缆的金属外皮、设备的金属外壳和框架、进风道、水管等不带

电金属部分、门窗等建筑物金属结构以及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等以最短距离与环形接地母线

连接的要求。电缆沟道、竖井内的金属支架应保证沿线与接地装置可靠连接。  
3.8.7 规定了种类设备保护地线、导线屏蔽层的接地线截面的要求。  
3.8.8 本条的目的是将连接两个变电站之间的电缆的屏蔽层在沿途的雷电、工频或杂散感应

电流有效泄放入地。  
3.8.9 本条的目的是将引入通信机房室内屏蔽电源电缆、屏蔽通信电缆和金属管道沿途的雷

电、工频或杂散感应电流有效泄放入地，阻止将上述感应电流引入机房。  
3.8.10 本条的目的是将微波塔上同轴馈线金属外皮上沿线的雷电感应电流有效泄放入地，阻

止将雷电感应电流引入机房。  
3.8.11 本条的目的是保证微波塔上航标灯电源线沿线雷电感应电流有效泄入地，阻止将雷电

感应电流引入机房。  
3.8.12 本条的目的是保证微波塔接地装置与机房接地装置联结良好，成为一个整体，达到均

压的目的。  
3.8.13 本条规定了直流电源的接地要求。  
                3.9 电力电缆终端金属护层的接地  
3.9.1 规定了对 110kV 及以上中性点有效接地系统单芯电缆的电缆终端金属护层的接地要

求。  
3.9.2、3.9.3 规定了对 110kV 及以上的电缆终端站内电缆终端头的金属护层的接地要求。  
3.9.4 规定了对 110kV 以下三芯电缆的电缆终 
第四章 工程交接验收  
4.0.1 在验收时应按下列要求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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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设计图纸施工完毕，接地施工质量符合本规范要求；  
  2、整个接地网外露部分的连接可靠，接地线规格正确，防腐层完好，标志齐全明显；  
  3、避雷针（带）的安装位置及高度符合设计要求。  
  4、供连接临时接地线用的连接板的数量和位置符合设计要求。  
   5、接地电阻值及设计要求的其他测试参数符合设计规定。  
4.0.2 在交接验收时，应向甲方提交下列资料和文件：  
  1、实际施工的竣工图。  
  2、变更设计的证明文件。  
  3、安装技术记录（包括隐蔽工程记录等）。  
  4、测试记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