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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电场的高效防雷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风电场的高效防雷

系统，包括电源存储箱和多个风电机组，电源存

储箱的顶部设置有至少2个电源防雷器，每台风

电机组的顶部设置有发电防雷器，电源防雷器包

括第一防雷罩、消雷筒和多个中空接闪针，消雷

筒内安装有第一纳米陶瓷绝缘子，第一纳米陶瓷

绝缘子的底部安装有第一电极，第一电极通过第

一引下线连接有接地装置，发电防雷器包括第二

防雷罩和多个实心接闪针，第二防雷罩的内部安

装有第二纳米陶瓷绝缘子，第二纳米陶瓷绝缘子

的底部安装有第二电极，第二电极通过第二引下

线连接有接地装置。本系统具有结构简单、成本

低、雷电防护等级高、防雷效果好、且能大幅减弱

导入大地电流、导电速度快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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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电场的高效防雷系统，包括布置在风电场上的电源存储箱（1）以及多个风电

机组（3），所述风电机组（3）产生的电能通过输电线（5）进入电源存储箱（1），其特征在于：所

述电源存储箱（1）的顶部设置有至少2个电源防雷器（2），每台风电机组（3）的顶部均设置有

发电防雷器（4），

所述电源防雷器（2）包括第一防雷罩（209）和消雷筒（204），所述第一防雷罩（209）活动

安装在消雷筒（204）的上方，所述第一防雷罩（209）上设置有多个通孔（208），每个通孔

（208）上均安装有中空接闪针（205），所述中空接闪针（205）上设置有多个放电孔（206），所

述消雷筒（204）内安装有第一纳米陶瓷绝缘子（210），所述第一纳米陶瓷绝缘子（210）的底

部安装有第一电极（211），所述第一电极（211）与消雷筒（204）之间留有间隙，所述第一电极

（211）的底部通过第一引下线（216）与接地装置（6）连接，所述第一防雷罩（209）的下方通过

支撑杆（212）安装有防护罩（214），所述防护罩（214）的底部安装有封板（215），所述防护罩

（214）内设置有电源（217），所述电源（217）与第一纳米陶瓷绝缘子（210）之间通过导线依次

连接有逆变器（202）和变压器（203），所述防护罩（214）内还设置有风机（213），所述防护罩

（214）外设置有雷电预警装置（201），所述雷电预警装置（201）和风机（213）均通过导线与电

源（217）相连；

所述发电防雷器（4）包括第二防雷罩（402），所述第二防雷罩（402）的顶部安装有多个

实心接闪针（403），所述第二防雷罩（402）的内部安装有第二纳米陶瓷绝缘子（405），第二纳

米陶瓷绝缘子（405）的底部安装有第二电极（406），所述第二电极（406）与第二防雷罩（402）

之间留有间隙，所述第二电极（406）的底部通过第二引下线（401）与接地装置（6）连接，所述

接地装置（6）位于风电场的地表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风电场的高效防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接地装置（6）

包括水平接地极和垂直接地极，所述水平接地极包括多圈同心设置的导电圈（601），相邻两

导电圈（601）之间通过导电条（602）相连，所述垂直接地极均匀布置每圈导电圈（601）的下

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风电场的高效防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导电圈（601）

和导电条（602）采用镀锌扁钢制作，所述垂直接地极采用镀锌圆钢制作。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风电场的高效防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防雷罩

（209）和第二防雷罩（402）均采用铝合金材料制作，且在第一防雷罩（209）和第二防雷罩

（402）的外表面设置绝缘层（7）。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风电场的高效防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接闪针

（205）的端部辐射安装有多个第一放电针（207），所述实心接闪针（403）的端部辐射安装有

多个第二放电针（40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风电场的高效防雷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电极

（211）和第二电极（406）均为高导或超高导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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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风电场的高效防雷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风力发电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风电场的高效防雷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风力发电是指把风的动能转为电能。风是一种没有公害的能源，利用风力发电非

常环保，且能够产生的电能非常巨大，风能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越来越受到世界各

国的重视。风力发电场多建于郊区，容易受到雷电的影响，严重时遭受雷击导致发生火灾，

影响正常供电，同样发电场发电后通常需要架设高压线路进行输送，输变电线路同样容易

遭受雷击，为了防止发电场和输变电线路遭受雷击，通常在发电场上安装避雷针，在输变电

线路上架设避雷线，从而消除雷击，以达到保护发电场和输变电线路的目的。上述的防雷设

施虽然能够起到一定的防雷效果，但避雷针通常带来反击、跨步电压、接触电压和对强弱电

系统的电磁脉冲感应过电压损坏等负面危害，架设避雷线不仅安装费时费力，而且成本较

高。因此，研制开发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雷电防护等级高、对设备和输电线防雷效果好、

且能大幅减弱导入大地电流、导电速度快的风电场的高效防雷系统是客观需要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雷电防护等级高、对设备和输

电线防雷效果好、且能大幅减弱导入大地电流、导电速度快的风电场的高效防雷系统。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包括布置在风电场上的电源存储箱以及多个风

电机组，风电机组产生的电能通过输电线进入电源存储箱，电源存储箱的顶部设置有至少2

个电源防雷器，每台风电机组的顶部均设置有发电防雷器，电源防雷器包括第一防雷罩和

消雷筒，第一防雷罩活动安装在消雷筒的上方，所述第一防雷罩上设置有多个通孔，每个通

孔上均安装有中空接闪针，中空接闪针上设置有多个放电孔，消雷筒内安装有第一纳米陶

瓷绝缘子，第一纳米陶瓷绝缘子的底部安装有第一电极，第一电极与消雷筒之间留有间隙，

第一电极的底部通过第一引下线连接有接地装置，第一防雷罩的下方通过支撑杆安装有防

护罩，防护罩的底部安装有封板，防护罩内设置有电源，电源与第一纳米陶瓷绝缘子之间通

过导线依次连接有逆变器和变压器，防护罩内还设置有风机，防护罩外设置有雷电预警装

置，雷电预警装置和风机均通过导线与电源相连；发电防雷器包括第二防雷罩，第二防雷罩

的顶部安装有多个实心接闪针，第二防雷罩的内部安装有第二纳米陶瓷绝缘子，第二纳米

陶瓷绝缘子的底部安装有第二电极，第二电极与第二防雷罩之间留有间隙，第二电极的底

部通过第二引下线连接有接地装置，接地装置位于风电场的地表下。

[0005] 进一步的，所述接地装置包括水平接地极和垂直接地极，所述水平接地极包括多

圈同心设置的导电圈，相邻两导电圈之间通过导电条相连，所述垂直接地极均匀布置每圈

导电圈的下侧，所述导电圈和导电条采用镀锌扁钢制作，所述垂直接地极采用镀锌圆钢制

作。

[0006] 进一步的，第一防雷罩和第二防雷罩均采用铝合金材料制作，且在第一防雷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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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防雷罩的外表面设置绝缘层。

[0007] 进一步的，中空接闪针的端部辐射安装有多个第一放电针，所述实心接闪针的端

部辐射安装有多个第二放电针。

[0008] 进一步的，第一电极和第二电极均为高导或超高导电极。

[0009]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一是在电源存储箱的顶部设置有电源防雷器，电源防雷

器的设置能够对电源存储箱进行防雷保护，避免电源存储箱在雷雨天气时遭受雷电袭击而

损坏，对电源存储箱内的各种设备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二是在发电机组上设置发电防雷

器，发电防雷器能够对发电机组进行防雷保护；三是电源防雷器和防雷发电器的结构设计

巧妙，能够将雷电带来的电流进行多级放电，保护电源存储箱和发电机组不受电磁场的干

扰，能够让经过衰减后的雷电的电流被有效减弱，避免导入大地的电流过大对周边物体产

生破坏。本实用新型针对风电场的结构特点，设置了结构不同的电源防雷器和防雷发电器，

实现有针对性的对电源存储箱和风电机组进行消雷，有效的保护了风电场的正常运行，具

有结构简单、成本低、雷电防护等级高、对设备和输电线防雷效果好、且能大幅减弱导入大

地电流、导电速度快的优点，非常适合户外风力发电场的防雷接地，易于推广使用。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电源防雷器2的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发电防雷器4的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接地装置6中水平地极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中:1-电源存储箱,2-电源防雷器,  201-雷电预警装置,202-逆变器,203-变压

器,204-消雷筒,205-中空接闪针,206-放电孔,207-第一放电针,208-通孔,209-第一防雷

罩,210-第一纳米陶瓷绝缘子,211-第一电极,212-支撑杆,213-风机,214-防护罩,215-封

板,216-第一引下线,217-电源,3-风电机组,  4-发电防雷器,  401-第二引下线,402-第二

防雷罩,403-实心接闪针,404-第二放电针,405-第二纳米陶瓷绝缘子,406-第二电极,5-输

电线,6-接地装置,601-导电圈,602-导电条,7-绝缘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不以任何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加以

限制，基于本实用新型教导所作的任何变更或改进，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16] 如图1～4所示,本实用新型包括布置在风电场上的电源存储箱1以及多个风电机

组3，所述风电机组3产生的电能通过输电线5进入电源存储箱1，电源存储箱1的顶部设置有

至少2个电源防雷器2，每台风电机组3的顶部均设置有发电防雷器4。电源防雷器2的设置能

够对电源存储箱1进行防雷保护，避免电源存储箱1在雷雨天气时遭受雷电袭击而损坏，对

电源存储箱1内的各种设备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发电防雷器4能够对发电机组3进行防雷

保护。

[0017] 所述电源防雷器2包括第一防雷罩209和消雷筒204，所述第一防雷罩209活动安装

在消雷筒204的上方，所述第一防雷罩209上设置有多个通孔208，每个通孔208上均安装有

中空接闪针205，所述中空接闪针205上设置有多个放电孔206，所述消雷筒204内安装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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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纳米陶瓷绝缘子210，所述第一纳米陶瓷绝缘子210的底部安装有第一电极211，所述第一

电极211与消雷筒204之间留有间隙，所述第一电极211的底部通过第一引下线216与接地装

置6连接，所述第一防雷罩209的下方通过支撑杆212安装有防护罩214，所述防护罩214的底

部安装有封板215，所述防护罩214内设置有电源217，所述电源217与第一纳米陶瓷绝缘子

210之间通过导线依次连接有逆变器202和变压器203，所述防护罩214内还设置有风机213，

所述防护罩214外设置有雷电预警装置201，所述雷电预警装置201和风机213均通过导线与

电源217相连；当发电场上方有雷云时，雷云中的电荷不断聚集，电源防雷器2开始工作，通

常雷云带负电荷，雷云中的负电荷不断聚集，根据库伦定律可知，同时大地上聚集大量正电

荷，在异性电荷相吸的作用下，雷云电荷击穿外界空气与空心接闪针205连通后，大量负电

荷聚集在第一防雷罩209上，此时大地上聚集的正电荷通过第一引下线216聚集到第一电极

211上，第一电极211上的大量正电荷与第一防雷罩209上的大量负电荷不断聚集，产生电压

差，当电压差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击穿第一防雷罩209与第一电极211之间的空气，产生

毫安级放电，从而电离出大量的等离子体，在雷云电场激励下可产生大于30mC/s消散电荷，

等离子体中的正离子不断向上扩散，离子扩散高度通常达800m以上，与雷云中的负电荷中

和，削弱雷云，而中和后的多余雷电负离子则经第一引下线216流入接地装置6中，从而实现

无源驱雷，在无源驱雷工作的同时，可接通220V电源217，然后经逆变器202和变压器203的

作用将220V电压变换成3万伏电压，并将3万伏电压传输到第一纳米陶瓷绝缘子210上，第一

纳米陶瓷绝缘子210在高电压的作用下击穿一纳米陶瓷绝缘子210与第一防雷罩209之间的

空气，即实现介质阻挡放电方式强电离空气产生高浓度非平衡低温等离子体，采用上述强

电离空气方式可产生浓度为  1014/m3～1016/m3的等离子体，同时启动风机213，在风机213

的作用下，高浓度等离子依次经过通孔208和中空放电针205，并从中空放电针205上的放电

孔206处流出释放到空气中，让正离子能够漂浮至雷云中，与雷云中的负电荷中和，削弱雷

云，实现有源驱雷。

[0018] 所述发电防雷器4包括第二防雷罩402，所述第二防雷罩402的顶部安装有多个实

心接闪针403，所述第二防雷罩402的内部安装有第二纳米陶瓷绝缘子405，第二纳米陶瓷绝

缘子405的底部安装有第二电极406，所述第二电极406与第二防雷罩402之间留有间隙，所

述第二电极406的底部通过第二引下线401与接地装置6连接，所述接地装置6位于风电场的

地表下。当发电机组3上方有雷云时，通常雷云带负电荷，根据库伦定律，大地上聚集大量的

正电荷，正电荷通过第二引下线401聚集到第二电极406上，随着雷云中的负电荷不断聚集，

在第二电极406上的正电荷与雷云负电荷相吸的作用下，雷云中的负电荷成漏斗状向下移

动，大量的负电荷通过实心接闪针403聚集在第二防雷402和第二纳米陶瓷绝缘子405上，负

电荷与第二电极406上的正电荷形成电压差，随着负电荷和正电荷的不断聚集，电压差不断

增大，当压差到达一定数值后，击穿第二电极406与第二防雷罩402之间的空气，电离产生高

密度等离子体，即在雷云电场激励下通常产生大于30mC/s消散等离子体，有效中和引聚正

负电荷，正离子向空气中扩散与雷云中的负电荷中和，离子通常漂浮距离在800m以上，削弱

雷云，而中和后的其余负电荷则经第二引下线401导入大地中的接地装置6，从而达到稳定

驱雷的目的，有效保护风电机组3。

[0019] 为了达到较好的接地保护效果，所述接地装置6包括水平接地极和垂直接地极，所

述水平接地极包括多圈同心设置的导电圈601，相邻两导电圈601之间通过导电条602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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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垂直接地极均匀布置每圈导电圈601的下侧，优选地，所述导电圈601和导电条602采用

镀锌扁钢制作，所述垂直接地极采用镀锌圆钢制作。

[0020] 所述第一防雷罩209和第二防雷罩402均采用铝合金材料制作，铝合金材料的导电

性能好、性价比高，为了保证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在第一防雷罩209和第二防雷罩402的外

表面设置绝缘层7。

[0021] 进一步的，所述中空接闪针205的端部辐射安装有多个第一放电针207，所述实心

接闪针403的端部辐射安装有多个第二放电针404，通过设置的第一放电针207和第二放电

针404能够加快放电的速度和效果。

[0022] 为了保证良好的导电性能，优选地，所述第一电极211和第二电极406均为高导或

超高导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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