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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根据全国雷电防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8）《关于印发 GB/T 

21714-2008〈雷电防护〉系列国家标准修订启动工作会议纪要的函》（雷电
防护标发[2013]6 号，2013 年 3 月 25 日）和《关于印发 GB/T 21714-2008

〈雷电防护〉系列国家标准工作组名单的通知》（雷电防护标发[2013]8 号，
2013 年 4 月 7 日）的安排，由广东省防雷中心负责起草 GB/T 21714《雷电
防护》系列 2014 年版国家标准〈第 2 部分 风险管理〉。本项目列入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编号为 20120353-T-469，计划
于 2014 年中期完成报批。 

本项任务由全国雷电防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58）提出并归
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的单位：广东省防雷中心 

二、目的和意义 

雷电是地球大气层中发生的电磁现象，对人类的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由大规模集成电路构成的计算机、通信、自动
控制等系统信息系统和高档家用电器已大量涌入千家万户，这些电气、电
子设备对过电压所表现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使雷电灾害呈日益上升的趋
势，这种情况引起了国内外防雷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高度重视。联合国
公布的“国际减灾十年计划”，把雷电灾害列为对人类生产生活影响最严重
的十大自然灾害之一。 

近年来，世界各国和IEC、ITU等国际标准组织对防御雷电灾害做了大
量工作。自2001年6月起，国际电工委员会“雷电防护”分技术委员会
（IEC/TC81）按照各国家委员会认可的新出版计划（81/171/RQ

（2001-06-29）），组织各成员国技术力量，历时4年多，对IEC61024、
IEC61312、IEC61663等系列国际标准进行了调整和更新，于2006年1月首
次正式出版了更简单、合理的IEC62305系列（第1版）国际防雷标准。我国
已由全国雷电防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8）提出并归口，于2008

年11月完成了该系列第1版国际标准的等同转化工作（国标GB/T 2171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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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2006年后，IEC62305系列国际标准进入修订维护周期，IEC/TC81为
此专门成立了各部分标准维护专家小组，持续近5年时间，于2010年出版了
IEC62305系列国际标准第2版。目前欧洲各发达国家已同步把IEC62305系
列2010年版为本国国家标准。 

按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要求，自
2001年起，受国标委和全国雷电防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8，对
口IEC/TC81）共同指派，广东省防雷中心派出专家加入IEC/TC81/WG9工
作组，2006年后转入IEC62305-2标准维护小组（IEC/TC81/MT9）并多次出
席会议，同步跟踪并实质性参与了IEC62305-2国际防雷标准的修订维护过
程。 

三、标准制订原则 

GB/T 21714《雷电防护》系列国家标准2014年版〈第2部分 风险管理〉
的制订遵循以下4个原则： 

1．等同采用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国际标准2010年第2版IEC 62305-2

《Protection against lightning —Part 2: Risk management》。 

2．在技术内容与文字表述上，尽量对IEC原版标准的理解更准确，翻
译更忠实原文，表述更符合中文习惯。同时，注意与已经颁布实施的GB/T 

21714.2--2008标准用词、以及与本系列其他3部分标准修订小组标准用词的
一致。 

3．标准的编写遵守国家标准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GB/T 20000.1—2002《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词汇》；GB/T 20000.2—2002《标准化工
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的规则》和GB/T 20001.1—2001《标准编
写规则 第1部分：术语》的要求和规定。 

4．在技术内容与文字表述上，尽量使用更易准确理解，更符合中文习
惯的表达方式，以增强标准的可读性和理解性。 

四、标准制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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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动阶段 
2013年3月，全国雷电防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8）在北京召

开GB/T 21714-2008〈雷电防护〉系列国家标准修订启动工作工作会议；2013

年4月，全国雷标委下达了〈雷电防护〉系列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组名单，
确定广东省防雷中心负责第2部分的起草工作。 

2．成立起草工作组 
负责起草单位根据不同专家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方向、以及GB/T 

21714.2—2008的业务应用情况，选定了来自不同单位的专家，组成了修订
工作小组，并进行了分工和工作安排部署。 

3．确定修订原则 
修订工作组充分深入研究了IEC62305-2：2010第2版原版标准文本、以

及IEC/TC81/MT9关于IEC62305-2：2010的修订过程的相关重要文件，调研
总结了IEC62305-2：2006等同转化为GB/T 21714.2—2008以后在国内的使
用情况，在比较准确和充分地掌握了有关信息后，确定了本标准的修订原
则。 

4．提出国家标准草案 
2013年7月，按照标准制定原则，在充分研究比较IEC62305-2：2010

和GB/T 21714.2—2008的基础上，参考天津市中力防雷技术有限公司的草
案文件，修订小组提出了本部分国家标准草案，并提交在天津召开的工作
组会议讨论。 

5．工作组召开讨论会 
2013年7月、10月，全国雷标委先后在天津、北京组织召开了2次工作

组讨论会，修订工作组就标准草案关键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特别是在术
语方面，4个修订工作组经过充分讨论，达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 

6．形成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3年11月，按照工作计划，工作组成员在反复讨论、交换意见的基

础上，形成GB/T 21714.2—2014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GB/T 21714.2—2014/IEC62305-2：2010 编制说明 

 4 

五、标准的主要内容 

在“雷电防护”总标题下，IEC 62305：2010由4部分组成：第1部分：总
则；第2部分：风险管理；第3部分：对建筑物的物理损害和生命危害；第4

部分：建筑物内的电气和电子系统。第2部分是IEC 62305-2：2006的修订
版本（第2版），GB/T 21714.2—2014等同转化IEC62305-2：2010，适用于
建筑物的综合雷击风险评估，提供了对雷击建筑物及内部服务设施的所有
可能后果进行风险评估的方法，并给出了计算雷击风险的基本程序，指出
一旦选定了风险容许值的上限，该程序允许选择采取合适的保护措施以把
风险减少到容许限度之内。 

对应IEC62305-2:2010的前言说明，GB/T 21714.2—2014与GB/T 

21714.2—2008比较，GB/T 21714.2--2014/IEC 62305-2:2010的重大技术修改
内容主要为： 

1. 删除了连接到建筑物的服务设施的风险评估内容。 

2. 补充考虑了建筑物内人员电击伤害的情况（见正文6.2、6.4部分）。 

3. 文化遗产损失风险容许值从10-3降低到10-4，给出了经济损失风险容
许值的典型值（RT=10-3）。（见正文5.3部分） 

4. 补充考虑了对周边建筑物或环境的损害（见正文6.1注解部分）。 

5. 对以下参数的计算公式进行了修改： 

——雷击建筑物附近的截收面积（见公式A.7）， 

——雷击线路或线路附近的截收面积（见公式A.9和A.11）， 

——一次雷击引起损害的概率（见附录B）， 

——具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的损失因子（见公式C.3和表C.5）， 

——建筑物分区风险分量（见表6）， 

——损失成本（见附录D）。 

6. 给出了各种情况下选择相对损失量的表（见表C.2、C.8、C.10、C.12）。 

7. 补充考虑了设备耐冲击电压额定值为1 kV的情况（见公式B.7，表
B.8，表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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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引言部分最后一句话英文原文“The decision to provide lightning 

protection may be taken regardless of the outcome of risk assessment where 

there is a desire that there be no avoidable risk.”如果直接对照翻译的话容易
引起歧义，因此我们意译为“如果需要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风险，可以采取
各种可能的防雷措施”。 

在附录E.4.5部分“风险 R1：防护措施的选择”中的方案a)、b）和c）对
应的第二款，英文标准原文分别为： 

– install coordinated SPD protection on internal power and telecom 

systems for (1,5 x) better 

than LPL I (PSPD = 0,005) in zones Z2, Z3, Z4; 

– Install coordinated SPD protection on internal power and telecom 

systems for (3 x) better 

than LPL I (PSPD = 0,001) in zones Z2, Z3, Z4. 

– Install coordinated SPD protection on internal power and telecom 

systems for (2 x) better 

than LPL I (PSPD = 0,002) in zones Z2, Z3, Z4. 

原文中并未对(1,5 x) 、(3 x) 、(2 x)所指的具体SPD指标参数进行说明。
考虑到标准附录B中的表B.3注2的说明：“在各位置安装的SPD（见 GB/T 

21714.1-xxxx 表 A.3 中雷电流概率分布的相关资料，以及 GB/T 

21714.1-xxxx 附录E 和 GB/T 21714.4-xxxx 的附录D中雷电流分流的相关
资料）如果具有要求比 I 类 LPL 更高的防护特性（例如更大的标称放电
电流IN，更低的电压保护水平UP等），PSPD 的值可能会更小。同样的附录
也适用于具有有更高PSPD 的 SPD。”，经咨询IEC/TC81秘书处后，我们认
为这里SPD指标参数指的是标称放电电流，所以分别翻译为： 

在Z2, Z3, Z4 区内部电力和通信系统上安装标称放电电流为I类LPL规
定的电流峰值1.5倍的协调配合SPD保护，使其 PSPD = 0.005； 

在Z2, Z3, Z4 区内部电力和通信系统上安装标称放电电流为I类LPL规
定的电流峰值3倍的协调配合SPD保护，使其 PSPD = 0.001； 

在Z2, Z3, Z4 区内部电力和通信系统上安装标称放电电流为I类LPL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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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电流峰值2倍的协调配合SPD保护，使其 PSPD = 0.002； 

英文标准中标称放电电流的符号为“IN”，我们正在考虑是否按照
GB18802.1-2011改用为与国标一致的符号“In”。 

此外，按照天津工作组审查会议关于2014年版GB/T 21714系列国家标
准4部分的术语应协调统一的要求，经GB/T 21714.2—2014主要编写人员研
究比较，决定采用四川中光公司提出的相关修改意见。但对于本部分关键
术语之一“风险容许值RT”，有工作组提出修改为“风险容限值RT”或“风险限
制值RT”，经查阅国家标准GB/T 23694—2009/ISO/IEC/Guide 73：2002《风
险管理  术语》，为促进不同组织、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对风险管理概念和
术语的一致认识，仍保留GB/T 21714.2—2008原有定义不变。 

六、结束语 

由于诸多原因，无论文本的翻译、标准的格式，还是我们对技术细节
的理解，都难免会有不妥当之处，特别是带有标记的内容，恳请各位专家
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对GB/T 21714.2—2014本部分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希望各位专
家在全国雷标委规定的时间内把你们的宝贵意见反馈给我们，最终使《报
批稿》更为成熟、完善。对于IEC62305-2：2010原版标准中的不足之处，
也希望大家大胆提出来，在IEC/TC81下一阶段对IEC62305系列标准进行维
护和修订时，我们将及时向该委员会报告。 

 
广东省防雷中心 

GB/T 21714.2—2014 
国标修订工作组 
2013年12月17日 

 
联 系 人：黄智慧 
通信地址：广州市越秀区福今路 6 号广东省防雷中心 
邮政编码：510080 
电    话：020-87691513 
Email：huangzh.gd@vip.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