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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where well-preserved ancient structures abound, lightning protection is a vital issue. 

However, curators of ancient temples and palaces often display a lackluster attitude towards lightning protection.  

Two sources for this attitude have been identified:  (1) Lightning protection schemes have been suggested to 

them which alter or obscure the intrinsic lines and beauty of their buildings. (2) There is a widespread belief in 

China that lightning protection actually attracts lightning, and that ancient buildings would be safer without it. 

Largely to blame for this misconception are the claims popularized by manufacturers of various ESE and other 

unconventional air terminals to the effect that “one ESE rod placed over in the corner will attract all the 

lightning in the vicinity.”
i
  This paper presents lightning protection examples from three of China’s most 

important ancient structures:  The Forbidden City (In Beijing), The Potala Palace (in Tibet) and Little Potala 

(in Chengde) and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to reconcile lightning protection experts and curators when they find 

themselves at odds in trying to employ modern lightning protection technology.   

摘要：在中国，保存完好的古建筑比比皆是，对这些古建筑的雷电防护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然而，这些

古老寺庙和宫殿的管理者对于给这些古建筑进行雷电防护的态度经常表现得比较消极，这种态度来自于

两个方面：1）建议的雷电防护方案会改变或掩盖古建筑物的内在线条和美丽的外观；2）在中国有种普

遍的看法，那就是雷电防护反而可能会吸引雷电，这些古建筑如果没有它反而会安全。这种误解很大程

度上归咎于各种 ESE 厂商的言论和其他非传统的接闪器，他们的意思是：“一个 ESE 棒放置在一个角上

将会吸引到附近所有的雷电”i。本文以中国最重要的三个古建筑的雷电防护为例：紫禁城（北京），布

达拉宫（西藏）和小布达拉宫（承德）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使防雷专家在运用现代防雷技术时与古建筑的

管理者们能和解一致。 

1. INTRODUCTION 介绍 

雷电对于布达拉宫不再陌生。布达拉宫，世界著名的藏族地标，在 1994 年被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

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松赞干布国王为他的王妃，唐朝的文成公主，于公元 637 年修建了宫殿。到了

10 世纪，由于多次的雷电以及战争原始的建筑已基本完全被损毁了。一直到了 17 世纪，由第五代达赖

喇嘛进行了重建。 

在 1989 到 1992 年间，中国政府花费了 750 万美元对宫殿进行了修缮，使其恢复了很多昔日的辉煌。

但是 1989 年的一场大雨导致了宫殿的部分倒塌，为此又花费了 3000 万美元对其进行了第二次修缮，这

个全面的工程包含了 55 个子项目。西藏自治区三个文化遗产维修办公室负责在 2010 年完成两个大项目： 

1) 恢复古建筑原貌和其周边环境，包括修缮 491 处支撑墙和恢复 1722.68 平方米的珍贵壁画； 

2) 升级基本的保护系统，如防火系统、污水系统和雷电防护系统等。 

2. 国宝的雷电防护 

雷电是真实存在的，如果雷电击中历史宝藏或者庙宇，那么将会发生爆炸或燃烧。尽管每位参

与修缮国家宝藏人员的目标都是保护它们，但是他们之间对于如何保护这些建筑可能存在广泛的意

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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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宫殿的官员和管理者来说，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文物的完整性和文化氛围”。对他们来

说，任何改变原建筑物的整体美观或历史意义的额外增加的装置都是不能接受的。仅仅基于对标准

的文字阅读基础上而得出的雷电防护计划与其说是帮助，不如说是渎神。 

     同时，雷电防护专家需要接闪点和引下线把雷电流导走。和大多数生活中的情况一样，这里没

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而需要的是对所涉及的因素的良好理解以及应用相关标准的悟性。 

3. 对于文物的雷电防护有效吗？ 

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和商业研究都已经证明了雷电防护的有效性。一个建造很好的雷电防护系统提供

了对地的低电阻通路，雷电取道这个网络通路传到大地，虽然雷电防护的概念相对简单，但是正确的安

装要求通常很具体和复杂。 

知道这些要求的的人通常会使用术语“缓解”而不用“防护”。“缓解”的意思是说期望减轻问题的

严重程度或者损坏的程度而不是消除。建筑物的雷电防护的问题是你不能够绝对准确的预测到雷电将会

击中建筑物的哪个部位。根据雷击的幅度、几何形状以及雷电带来的电荷从而产生不同的雷电作用。 

对雷电防护失效研究的进行，即使避雷针安装在 10 米近的距离处还是有可能出现防护失败。不容乐

观的是，尽管存在很多雷电防护的理论，但是事实上雷电仍然没有被充分理解成为“精准的科学”。IEC 

62035 标准使用了滚球法来决定建筑物的雷电接闪点的位置。Christian Bougquegneau 博士，IEC TC-81（雷

电防护）主席和 Faculté Polytechnique de Mons 学校（比利时）代校长都说到: “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方法，

它实际上隐藏了我们对雷电连接过程上理解的不足。ii
” 其最好的用途是用来保护工业厂房和变电站。 对

于其用来处理布达拉宫这样的建筑是值得商榷的。 当接触到文物雷电保护这种主题时尤其要牢记这个重

要的事实。 

4. 怎样不这样做：小布达拉宫 

到位于中国承德的小布达拉宫旅游使我们对为什么一些宫殿的官员一想到雷电防护就不安的原因有所了

解。图 1 到图 3 显示了一些漠不关心的雷电防护方案，值得怀疑的安全问题以及破坏宫殿整体线条的金

属连线。 

 

       图 1                      图 2                图 3 

 

5. 怎样去做 – 给出整体方案 

5.1 勘察以及合作 

     所有安装有雷电防护系统元件的位置都必须由雷电防护工程师陪同宫殿官员或负责修缮工作的管

理员提前进行仔细的现场勘查。合作与否会决定成功或者失败。例如，当布达拉宫最初修建的时候，许

多吨的铜埋入地基用来防止地震。如果这些金属铜层能够触及而不会带来很多的附带损坏，它将能够成

为非常有效的接地点。 

5.2 从顶部开始。决定雷电接闪点的位置 

布达拉宫的最高点是红色宫殿和白色宫殿的屋顶（见图 4）。必须安装避雷针，但这步很容易做得夸大过

火。一种建议是在成百上千的胜利幢和其他宫殿屋顶的装饰处都分别安装一个避雷针。这当然是宫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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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所不能接受的，并且实际上也是不必要的。简单的避雷针可以安装在不显眼的位置，不影响整个建

筑的优雅和壮观。 

                                                   

图 4 

类似的，像在图 1 和图 2 中的长长的布置在屋顶顶角的防护网也是不必要的。 

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的额外保护功能并且影响这个建筑的美感。像图 5 中一个单

独的放置在顶角处的避雷针就足够了。 

5.3 雷电引下线                           

找到一个不显眼的方式将避雷针与接地棒连接起来。在有可能的地方，将他们

隐藏在墙内，或者至少和建筑齐平并使用相同的涂料使它们和已经存的材料融为一体。安装应该是直线

竖直的以尽量缩短连线的长度。避免在引下线和连接处避免急弯以使最小化电感。连接处应保持最小

20cm 半径，并且角度不超过 90 度。  
iii雷电不会沿着像图 1-3 中的连接急弯前进，尊重建筑物的线条，

避免在建筑物屋脊架上过长的连接，在建筑物的顶部或者角上安装避雷针起到相同的作用。 

5.4 接地棒的位置 

    需要对接地棒尽量进行处理，以保证接地棒尽可能的不显眼。不要试图对宫殿的接地棒获得夸大的

接地电阻值。IEC 62035-3 中指出通常接地电阻值为 10Ω，但是在一些不现实达到的环境中是不需遵循的。

美国国家电气规范指出对于雷电防护系统 25Ω 的电阻值已经足够低了。如果你不能把它降低到这个范围，

只需要按照国家电气规范的要求增加接地棒就可以了。各种不同的军用和通讯标准在保护精密电气设备

的时候，要求电阻值保证在 5Ω 以下，这个要求应用在这里是不合适的。同样的原因，如果把所有的接

地棒都连接在一起做等电位连接，都连接到一个网络中，这将是破坏性的方案，等电位连接的工作可以

被省掉，因为在这里首要保护的是建筑，而不是电气设备。 

5.5 建筑物的完整性优先 

尽管防雷工程师和宫殿当局或者设计者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如果还是不能找到一个不破坏外观的合适

的接地点，那就放弃掉。记住，雷电防护不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建筑的完整性是必须优

先考虑的。 

5.6 保护电子设备 

    以上准则只适用于建筑物结构的雷电防护。雷击也会产生电涌感应到电力线和信号线从而导致电子

设备的损坏，包括电脑，安防系统和通讯系统。这些设备只能通过安装电涌防护器防止损坏。如果安防

系统很关键，而且必须保持 24/7 连续在线，那么必须使用具有全模式的防护的电涌保护器（L-N, L-G, L-L, 

N-G），根据标准，例如 FAA’s.
iv
, 推荐使用每相能够处理 180 kA (8/20µs)的保护器。关键的设备需要采用

冗余保护，也就是每相需要有独立保险的多通路保护，这样在一条通路损坏的情况下能够起到分流和备

用通路的作用。信号线的两端也要安装相应的信号保护器。 

     图 5 

 



XIV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tmospheric Electricity, August 08-12, 2011, Rio de Janeiro, Brazil 

 

 
6. 紫禁城：成功的案例 

     紫禁城（也叫故宫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保存完整的宫殿。在雷电防护系统安装之前损毁过三次。

图 8 显示了三年前在故宫安装了雷电防护系统之后遭受的雷击，结果是没有任何损坏的报道。图 9 显示

了不明显的雷电防护（与图 1&2 相比） 

 

        

 

 

 

 

 

 

                  图 8                  图 9 

 

7. 结论 

保护国宝是很重要的。建筑的完整性对于文化和历史来说都很重要。但是如果雷电把建筑烧毁，所有负

责管理这些宫殿的人都要承担责备。这也是为什么雷电防护工程师和负责这些宫殿的管理者应该合作，

唯一的目的：为的是保护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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