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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由于 IEC TC81 雷电防护技术委员会 2010 年对 IEC62305-4：
2006《雷电防护 第 4 部分：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标准进行了
修订，等同采用该标准的国标 GB/T 21714.4-2008《雷电防护 第 4
部分：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也需随之进行修订。经全国雷电防
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立项，国标委综合[2012]50 号文批准对国标
GB/T 21714.4《雷电防护 第 4 部分：建筑物内电气和电子系统》开
展修订工作，并确定由天津市中力防雷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编制
组负责修订工作。 

 
2 目的和意义 

根据国家鼓励国内各行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精神，
结合多年来对 IEC 国际标准的研究和实践经验，编制组认为 IEC 
62305 系列标准在防雷领域是国际领先的标准，我国各领域防雷工程
技术标准和规范依据主要都来自该系列标准，因此本次修订仍采用等
同转化的编制原则。 
 
3  标准的编制过程 

自 2011 年中力防雷开始进行 IEC 62305 新版标准的翻译工作；
2013 年雷标委召开修订启动工作会议后， WG4 组内分别于 6 月 10
日、6 月 23 日、9 月 5 日、11 月 18 日进行征求意见，汇总各单位
修改建议，完善标准内容，目前完成征求意见稿。修改过程中对国标
原 2008 版标准各部分术语不统一、术语解释不统一、条文实施中发
现存在问题的内容进行了统计分析。 
 
4  国内外相关标准的情况 



国标 GB 21714.4-2008 同等采用 IEC 62305-4:2006 ed.1；IEC 
62305-4 在 2010 年发布第二版 IEC 62305-4:2010 ed.2，此次修改
仍同等采用。 

 
5 本标准与 GB 21714.4-2008的主要技术指标的差异 

根据 IEC 62035.4-2010 对原 2006 版标准的修订情况，对 GB/T 
21714.4 条文内容进行了修改或增减，主要技术变化和说明如下： 

——引入了可以降低进入建筑物线路上的传导浪涌的隔离界面
（详见术语 3.24、4.4 节、第 8 章、附录 B.10、附录 B.15.3）； 

隔离界面包括隔离变压器、光纤隔离器。此变化为本部分标准最
大的变化内容，在 SPM 中增加了隔离界面的防护措施，丰富了 SPM
的内容。 

——搭接部件的最小截面积有稍许修改（详见表 1）； 
SPD 的搭接导体截面有所增大。 
——对内部系统电磁损害源的计算增加了首次负极性脉冲电流的

情况（详见附录 A.4）； 
对内部系统电磁损害源的计算，在旧版本中只有首次正极性脉冲

和后续脉冲的计算，此次将负极性脉冲电流也列入计算，重视首次负
极性脉冲（1/200us）对建筑物的影响，体现了本标准考虑的全面性。 

——考虑到 SPD 下游线路上的振荡和感应现象，在 SPD 电压保
护水平的选择上做了改善（详见附录 C.2.1）； 

此处变化体现与实际应用情况的结合。 
——附录 C 取消了相互匹配 SPD 的内容，可参考 SC37A； 
——附录 D 给出了 SPD 选择需要考虑的新因素。 
GB/T 21714.4-2008 标准与 GB/T 21714 系列标准的其他部分存

在术语名称、术语解释不一致的问题，本次修订重点进行了全面的统
一和调整，仍有个别术语需进一步讨论，如“bonding”建议译为“搭接”，
“equipotential bonding”译为“均压搭接”。对其他原标准存在的编辑错
误等进行了修改。 

 
6 需讨论的问题 



1、bonding 的释义 
Bonding（包括 bond 和 bonded）建议译为“搭接”，理由如下： 

1）bonding 在专业字典和科技字典中的解释 

●1978 年由西安交通大学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明英汉词
典》中，将“bonding”解释为：① 结合、搭接 ② 电缆铠甲（或铅壳）
的连接、加固接地、屏蔽接地 ③ 压焊、焊接。 

●1980 年由王竹溪院士审定的《英汉物理词汇》中将“bond”解释
为“键”。 

●1983 年由华人杰等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汉航空词典》
中，将“bond”解释为：① 搭接，结合；粘合；搭铁 ② 粘合材料，
粘合剂；熔合部分 ③ 【化学】键 ④ 接铁线；接头；障。 

●将“bonding”解释为：① 焊接；搭接；连接；胶结；粘接 ② 搭
铁；接地 ③ 搭铁线；连接线。 

●1995 年获得“中国辞书奖”的由清华大学主编，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的《英汉科学技术词典》中，将“bonding”解释为：搭接、结合、
粘合料；加固和接地；键；通讯等。 

2）bonding 在标准中的解释 

●我国 1992 年实施的国家军用标准《接地、搭接和屏蔽设计的实
施》（Grounding、bonding and shielding design practices）中，
“bonding”也理解为“搭接”。 

●GB/T 19663-2005《信息系统雷电防护术语》中术语 5.6： 
搭接  bonding 
将设备、装置或系统的外露导电部分或外部可导电部分连接在一

起以减小雷电流流过时它们之间的电位差，也成连接、联结。 

综上，在上述科学技术、专业词典和标准中，没有找到“bonding”
是“等电位连接”的理解，而是将“搭接”作为汉语解释的首选。 

3）bonding 的工程应用 

工程上满足“bonding”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例如 FAA 要求搭
接点的直流阻抗不能大于 1mΩ。实现“bonding”最常用的方法是焊接
（热熔焊）等，要使所有连接点都达到搭接的工程要求是不容易的。 



例如我国 GB/T 21431-2008《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中
规定“等电位连接”处的过渡电阻不应超过 0.03Ω。假设通过雷电流为
100kA，按照 GB/T 21431-2008 的规定，连接处的电位差为 3kV，
这样的电位差还是等电位吗？显然，叫等电位连接是名不附实的。 

2、equipotential bonding 的释义 
例如： 
术语：雷电等电位连接 lightning equipotential bonding  
定义：为减少雷电流引起的电位差，直接用导体或通过浪涌保护

器把分离的金属部件与 LPS 进行连接。 

“减少电位差”就说明有电位差，有电位差还能叫“等电位”吗？术语
和定义逻辑上产生矛盾，“想等电位”不能直接译为“等电位”。 

所以，我们认为 equipotential bonding 叫作“等电位连接”是不确
切的。lightning equipotential bonding 在本部分译为“雷电均压搭接”。 

建议 equipotential 译为“均压”或“电位均衡”，不再用“等电位”。因为
equipotential 在标准中描述一种动态的趋势，而“等电位”是一种静态
下的状态；“均压”描述一种动态下的趋向性意向。 

3、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LPS）释义 
原文： 
complete system used to reduce physical damage due to 

lightning flashes to a structure. 
NOTE It consists of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s. 

译文： 
雷电防护装置 LPS 
用来减小雷击建筑物造成物理损害的整个系统。 
注：LPS 由外部和内部防雷系统两部分组成。 

关于 LPS，目前还有三种理解：①雷电防护装置，②雷电防护系
统（2008 版），③直击雷防护系统。 

我们认为“直击雷防护系统”比较确切。理由如下： 
1）防护的对象为雷闪（直）击到建筑物（lightning flashes to a 
structure），所以称“直击雷防护系统”是名正言顺，不会有歧义。 
2） 



雷电防护装置（LPS）易理解为是 LP（雷电防护）的具体措施（即
应包括 LPS 和 SPM），所以 LPS 理解为“雷电防护装置”容易产生歧
义。 

以上内容在标准正文中已用红色标出，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7  小结 

我国的防雷标准存在着很多有待推敲和探讨的条文，包括各标准
术语及定义不统一，同一标准内容前后表述矛盾，不同标准之间出现
对立的观点等情况，这些标准的差异会给防雷执法、设计和施工带来
困惑。希望我国的防雷标准与国际接轨，将 GB/T 21714 变为国内权
威性的标准，以后编写的标准中应把我国的工程实践经验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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