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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单介绍了电涌保护器（SPD）目前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依据相关防雷技术规范，结
合 SPD 自身的最大持续运行电压、电压保护水平、冲击电流、标称放电电流等四个参数探讨了 SPD
的合理选型问题；强调 SPD 必须被保护设备相匹配，才能真正实现其保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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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Type Selection of Surge Protection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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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s on using of surge protection device (SPD) wa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Then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reasonable type selection of SPD in terms of maximum continuous
operating voltage, voltage protection level, impulse current and nominal discharge current was
conducted by applying the relevant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 In the end, it
stressed that SPD must be matched with the devices. Then it can achieve its value truly.
Keywords：SPD；maximum continuous operating voltage；voltage protection level；impulse
current；nominal discharge current
电涌保护器（Surge Protection Device，SPD）是
现代雷电防护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装置。SPD 的作用
是把线路中的瞬时过电压限制在设备或系统所能承
受的范围内，并将浪涌电流以合适的路径导入大地[1]。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SPD 的使用越来越普遍。
笔者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发现，很多线上运行的 SPD
往往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保护作用：有的 SPD 安装上
线后不久就坏了；有的则是保护参数选择过大，超
过了被保护设备自身的承受范围，导致设备损坏；
有的则是保护参数选择过于精细，忽略了与其前级
安装 SPD 的能量配合 [2]问题等。因此，本文结合其
自身的各个参数探讨了如何才能合理的选择与被保
护设备相匹配的 SPD。

1

SPD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c 的选择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是指可持续加于电气系统电
涌保护器保护模式的最大方均根电压或直流电压；
亦指可持续加于电子系统电涌保护器端子上，且不
致引起电涌保护器传输特性减低的最大方均根电压
或直流电压 [3]。用于电气系统的 SPD 最大持续运行

电压的最小值详见表 1。
表1

电气系统 SPD 最大持续运行电压的最小值/V

SPD 安装位置

TN-S TN-C

TT

系统 系统 系统

引出中

无中性线

性线的

引出的 IT

IT 系统

系统

相线与中性线之间

253

—

253

253

—

相线与 PE 线之间

253

—

253

380

380

相线与 PEN 线之间

—

253

—

—

—

中性线与 PE 线之间

220

—

220

220

—

表 1 中的 220V 即低压配电系统中相线对中性
线的标称电压值；380V 即低压配电系统中相线之间
的标称电压值；253V 是在相线对中性线的标称电压
值的基础上增加了 15%的安全裕量计算后得出的。
选择 SPD 时原则上其 Uc 值越接近上述参考值越合
理 [4]，Uc 值超出参考值的范围越大，其精细保护效
果就会越差；值得提出的是，在线 SPD 的 Uc 值千
万不能小于上述参考值，否则会使其长期处于过载
状态加速其老化进程。
同样，用于电子系统的 SPD，最大持续运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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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最小值应大于其接到线路处可能产生的最大运行
电压。一般情况下，Uc 值应高于系统运行时信号线
上的最高工作电压的 1.2 倍 [5]。这里要提出的是，很
多安装技术人员选择了 Uc 值远高于信号线上正常
工作电压的 SPD，此举直接会导致 SPD 精细保护效
果下降，还有可能导致线路插入损耗及信号衰减同
时增大，影响信号的传输。

2

SPD 电压保护水平 Up 的选择

电压保护水平是指表征电涌保护器限制接线端
子间电压的性能参数。有效的电压保护水平（Up/f）
应低于被保护设备的耐冲击过电压额定值 Uw，一般
应加上 20%的安全裕量；即 Up/f 应低于 0.8 倍的
Uw[6]。对于最常见的限压型 SPD，其 Up/f 的构成如
式（1）所示：
U p/f = U p + ΔU

（1）

式中，Up/f 为电涌保护器的有效电压保护水平，kV；
Up 为电涌保护器的电压保护水平，kV；ΔU 为电涌
保护器两端引线上的感应电压降，对于线路入户处
安装的 SPD 可按 1kV/m 计算，后续线路上安装的
SPD 两端引线上的ΔU 按 0.2Up 计算；线路上只是感
应浪电涌时ΔU 可略去不计。
对于常见的需要保护的建筑物内 220/380V 配
电系统中设备绝缘的耐冲击电压可参照表 2 取值；
对于其他的电子系统设备，宜按照其制造商提供的
详细参数来确定。
表2

电气系统中常见设备的耐冲击电压额定值/kV

设备名称

耐冲击电压
额定值

电气计量
仪表

6

配电盘、
固定工业
设备
4

家用
电器

2.5

计算机等含有
电子电路的
设备
1.5

为取得较小的 SPD 有效电压保护水平，首先应
选用有较小电压保护水平值的电涌保护器，并应采
用合理的接线，使得 SPD 两端引线的的长度尽可能
的短 [7] 。举例说明，某被保护设备的耐冲击电压额
定值为 2.5kV，SPD 安装在线路的入户处，其两端
引线的的长度取 0.5m，则根据式（1）可知，SPD
两端引线上的感应电压降ΔU 为 0.5kV，SPD 的有效
电压保护水平应为 0.8 倍的 Uw（即 2.0kV），将所得
数据带入式（1），得出所选 SPD 的电压保护水平应
为 1.5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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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PD 冲击电流 Iimp 的选择

冲击电流是指由电流幅值 Ipeak、电荷 Q 和单位
能量 W/R 所限定的具有 10/350μs 波形的电流波。无
论是电气系统还是电子系统，在户外线路进入建筑
物处，线路的总配电箱或转接箱处以及直击雷非防
护区（LPZ0A 区）或直击雷防护区（LPZ0B 区）与
第一防护区（LPZ1 区）的界面处所安装的 SPD，当
入户线路无金属屏蔽层时，其冲击电流宜按式（2）
计算，当入户线路有金属屏蔽层或穿钢管时，其冲
击电流宜按式（3）计算：
I imp =
I imp =

0.5I
nm

0.5IRs
n ( mRs + Rc )

（2）
（3）

式中，I 为雷电流，第一类防雷建筑物取 200kA，第
二类防雷建筑物取 150kA，第三类防雷建筑物取
100kA；n 为地下和架空引入建筑物的外来金属管道
和线路总数；m 为每一种线路内导体芯线的总根数；
Rs 为金属屏蔽层每公里的电阻，Ω/km；Rc 为导体芯
线每公里的电阻，Ω/km。
举例说明，某第二类防雷建筑物，假设其仅有
一条 TN-S 配电制式且无金属屏蔽层的电气线路进
入建筑物，则 I 应取 150kA，n 取 1，m 取 5（三条
相线及一条中性线和一条 PE 线），将数据代入式（2）
计算后得出，所装 SPD 的 Iimp 值应取 15kA；若线路
有金属屏蔽层，假设屏蔽层每公里的电阻为 5Ω，导
体芯线每公里的电阻亦为 5 Ω，则将数据带入式（3）
后得出，所装 SPD 的 Iimp 值应取 12.5kA。
在不能确定建筑物外来线路类型数量以及线路
内导体芯线的类型和电阻时，对于电气线路总配电
箱内以及 LPZ0A 区或 LPZ0B 区与 LPZ1 区的界面处
所安装的 SPD 的 Iimp 值应取不小于 12.5kA；对于信
号线路的入户转接箱处以及 LPZ0A 区或 LPZ0B 区与
LPZ1 区的界面处所安装的 SPD，其 Iimp 值应满足以
下条件：第一类防雷建筑物应取 2.0kA，第二类防
雷 建 筑 物 应 取 1.5kA ， 第 三 类 防 雷 建 筑 物 应 取
1.0kA。

4

SPD 标称放电电流 In 的选择

标称放电电流是指流过电涌保护器 8/20 μs 电
流波的峰值。对于电气系统，在总配电箱之后的线
路上，LPZ1 区与后续的防雷区的界面处以及靠近被
保护的设备所安装的 SPD，其标称放电电流 In 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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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一定要按照制造商所提供的技术参数保证其与在
同一线路上游所安装的 SPD 在能量上的协调配合[8]，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同一线路上安装的各级 SPD
在品牌型号不同而无法确定其制造商给出的能量配
合参数的情况下，Ⅱ级试验（用标称放电电流 In、
1.2/50 μs 冲击电压和 8/20 μs 电流波以及最大放电
电流 Imax 做试验）的 SPD，其标称放电电流不应小
于 5kA ； Ⅲ 级 试 验 （ 由 2 Ω 组 合 波 发 生 器 产 生
1.2/50 μs 开路电压 Uoc 和 8/20 μs 短路电流 Isc 做试
验）的 SPD，其标称放电电流不应小于 3kA。
对于电子系统，在线路入户转接箱之后的线路
上，LPZ1 区与后续的防雷区的界面处以及靠近被保
护的设备所安装的 SPD，一定要保证与其在同一线
路上游所安装的 SPD 在能量上的协调配合，其短路
电流的数值宜按具体情况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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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D 的选择与使用必须正确理解其自身各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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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的最迟开始时间和最迟完成时间；④计算
各项工作的总时差；⑤计算各项工作的自由时差；
⑥确定关键工作及关键线路。
3.3 效益分析
根据“4.2”的内容，我们确定关键工作为 A1、
B1、B2、C2、C3、E、G、H、I。由关键工作连成
的线路为关键线路。在工程实施工程中，通过紧抓
关键工作、调整非关键工作，在 22 天时间内完成全
部工作。所取得的效益见表 4（限于篇幅，具体计
算过程略）。
表4

参考文献

采用科学工程组织方法取得的效益

指标

效益情况（与未科学组织工程相比）

电压合格率

提升约 2.3%

供电可靠性

提升约 5.4%

工期

缩短约 8 天

资金

减少约 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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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综合上述，得出以下结论：①规范的农网工程
管理对顺利实施农网改造、提升农网运行水平非常
重要；②农网工程管理的不同环节对电网改造和运
行的重要程度有所不一样，在实际工作中应注意抓
重放轻；③应该将最新的工程管理方法、信息化技
术等应用到农网工程管理中，逐步实现自动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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