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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BSTRACT: Distance between two lines in important UHV 
transmission channel is usually short, and lightning shielding 
characteristics of  a ±1100kV line with an adjacent line in 
parallel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single ±1100kV line. At the 
same time, UHV transmission distance is far long, passing 
complex terrains, and polarity arrangement of ±1100kV line 
also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affecting lightning shielding 
effect. Based on basic principle of electrogeometric model 
(EGM) and considering lightning shielding effect between 
adjacent parallel lines at different slope angles, an improved 
EGM is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The slope angle, distance 
between adjacent lines, and polarity arrangement of ±1100kV 
line, all having impact on lightning shielding characteristics of 
±1100kV line, are fully investigated, and shielding failure rate 
(SFR) of each conductor under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is 
calculated. This paper uses lightning shielding factor (Sf) to 
quantitatively describe lightning shielding effect of adjacent 
lines.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the 
shielding failure rate of transmission line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with increase of slope angle; the closer the 
adjacent lines are, the stronger lightning shielding effect is. 
When the slope angle is bigger than 15°, comprehensive 
analysis recommends that ±1100kV negative polarity conductor 
should be arranged on downhill side, close to the adjacent line, 
making the two lines as close as possible, then the shielding 
failure rate of ±1100kV line would decrease significantly. This 
study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ransmission line lightning 
protection design of important UHV transmission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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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高压重要输电通道内两线路间距离较近，±1100 kV
线路与邻近线路的雷击屏蔽特性与单条线路运行存在很大

区别。同时，特高压输电传输距离远、途经地形复杂、±1100 kV
线路电压极性产生影响等，均会对雷电屏蔽效应产生影响。

基于电气几何模型基本原理，建立存在地面倾角下考虑邻近

并行线路间雷电屏蔽效应的电气几何模型，研究地面倾角、

邻近线路距离以及±1100 kV电压极性因素对±1100 kV线路
雷电屏蔽特性的影响，仿真计算各种因素影响下各相导线绕

击次数，并利用雷电屏蔽因子来定量描述邻近线路的雷电屏

蔽效应。仿真结果表明，相同情况下，地面倾角增大时，输

电线路绕击次数增加明显；邻近线路距离越近，雷电屏蔽效

应越强。综合分析表明，在地面倾斜角大于 15°时，推荐负

极性导线位于±1100 kV下坡极，邻近线路布置在±1100 kV
下坡方位，并尽量减少两线路间距离，±1100 kV 线路绕击
概率明显降低，对重要输电通道的线路防雷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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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特高压直流输电由于输送距离远、输电功率大

以及良好的经济性[1]，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特高

压线路一方面由于距离长，途经地形复杂，其雷电

屏蔽特性与地形关系很大，另一方面，特高压直流

线路电压高，直流极性对雷电屏蔽特性的影响比低

电压等级更加明显。同时由于土地资源紧张，可新

开发的输电走廊日益减少，在特高压线路的某一区

段内，常与其他线路并行排列组成输电通道，通道

内两线路间间距较近，邻近线路间的雷电屏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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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绕击特性与单条线路运行时有着很大区别。附

录图 A1所示为东锦一、二线某区段，在该区段内，
两线路并行排列，且沿线地形复杂，其雷电屏蔽特

性与单条输电线路有着较大的差异。 
输电线路的防雷性能计算，分为绕击和反击两

部分，文献[2-4]表明，在超高压以及特高压等级线
路中，引起雷击跳闸事故的主要是绕击。对输电线

路绕击性能的研究，目前主要有电气几何模型法
[5-16]和先导发展模型法[17-20]，电气几何模型将雷电

放电特性与线路具体几何结构综合考虑。众多学者

对电气几何模型进行了不断改进[6-16]，使其在超、

特高压输电线路的防雷工程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先

导发展模型是在充分利用现有雷电观测数据的基

础上，通过合理的假设和物理抽象，用一种详细的

数学模型模拟雷电下行先导与上行先导的发展，对

雷电发展过程有着较好的解释，但模型复杂，参数

众多，难以获取，使其在实际工程中运用较少。 
目前，对于特高压输电线路绕击性能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单条输电线路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面，文

献[16]提出了一种考虑±1100 kV直流输电线路邻近
线路雷电屏蔽效应的绕击计算模型，但未考虑到地

形因素影响。对山坡地形下输电通道内±1100 kV直
流输电线路与其并行排列交流线路的雷电屏蔽关

系及其绕击特性，目前涉及较少。 
为研究考虑地面倾角下输电通道内邻近线路

对±1100 kV特高压直流线路的雷电屏蔽特性，本文
基于电气几何模型，建立了考虑地面倾角以及邻近

线路间雷电屏蔽效应的电气几何模型，研究地面倾

角、邻近线路距离以及直流极性等因素对±1100 kV
线路绕击概率以及雷电屏蔽效应的影响。 

1  计算原理 

1.1  电气几何模型关键参数 
1968年，学者H. R. Armstrong与E. R. Whitehead

在文献 [6]中提出了经典的电气几何模型 (electro 
geometric model，EGM)，其基本原理建立在下列 2
个概念与假设基础之上： 

1）在雷电发展过程中，对于下行先导的头部，
在其运动到被击中物体的临界击穿距离之前，击中

点是随机的，位置并不确定。当雷电先导继续发展

时，进入到某物体的击距内，即对该物体放电。 
2）引入击距 rI，表示雷电先导头部到达被击物

体的临界击穿距离，是一个与雷电流幅值 I相关的
参数，函数关系如下： 
 I

Pr kI=  (1) 

式(1)中常数 k、P 根据具体情况取值，国际通
用的有 IEEE公式[21]： 

 
0.65

I 10r I=  (2) 
本文所采用的电气几何模型，计及了工作电压

影响，根据国家标准[22]，考虑工作电压的击距 rI： 
 0.578 1.125

I g1.63(5.015 )r I U= +  (3) 

式中 Ug为导线上的瞬时工作电压，MV。 
本文计算中，根据文献[23]，采用的地线击距

系数 kg和对地击距系数 kgw取值如下： 

 g 0.9k =  (4) 

 gw 1k =  (5) 

1.2  考虑邻近并行线路间雷电屏蔽的电气几何模型 
输电通道内两并行排列的输电线路，其相互间

存在雷电屏蔽效应，与单条线路运行方式相比，其

电气几何模型主要存在以下 2点不同： 
1）两线路间击距弧存在相交关系，求解击距

时，需去除两线路击距相交重合的部分，如图 1所
示。基于电气几何模型基本原理，首先建立单条线

路的电气几何模型，再建立邻近线路间的电气几何

模型，邻近线路间的击距相交关系分析流程如下。 

 
图 1  并行线路间击距相交关系求解流程 

Fig. 1  Flow chart of intersection of striking distance 
between parallel lines 

程序循环计算，每次循环判断当前弧 i和其他
相导线、地线击距弧 j 的几何关系，如当前弧段 i
与其他击距弧 j 存在相交关系，求出当前弧段 i 与
其他击距弧 j交点，分割成几段新的弧段，分别判
断各弧段是否在其他击距弧 j 内，若是，表明该弧
段被其他相导线屏蔽，剔除该弧段；若不是，则保

留该弧段。通过遍历所有弧段，对两线路间的各弧

位置关系进行完全判断。 
以±1100 kV特高压直流线路和邻近交流 500 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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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回线路为例，采用以上程序，计算得到不同雷电

流幅值下邻近线路 500 kV 交流线路各弧段位置关
系如图 2所示。 

 
图 2  并行排列±1100 kV直流和−500 kV单回线路击距关系 
Fig. 2  Striking distance relation between parallel ±1100 kV 

and −500 kV transmission lines 

2）考虑雷电入射角的概率分布后，邻近线路
相互间有雷电屏蔽作用，如图 3所示，雷电入射角
为−60°时，此时右侧单回线路击距弧已完全被左侧
双回线路屏蔽。本文在具体计算各相导线的暴露弧

时，既考虑了线路内各相导线间的雷电屏蔽关系，

仿真计算时也计及邻近两线路间的雷电屏蔽作用。 

 
图 3  考虑雷电入射角后的邻近线路间雷电屏蔽作用 

Fig. 3  Lightning shielding effect between adjacent lines 
considering lightning incident angle 

1.3  考虑地面倾角下的电气几何模型 
特高压输电线路长，常穿越山区、丘陵等地形

复杂地区，最为典型的是山坡地形。相对于开阔平

地，山坡地形下的导线击距和地面击距相交关系以

及雷电先导入射方向都不相同，本文针对山坡地

形，建立了考虑地面倾角的电气几何模型。 
考虑地面倾斜角时，与平地电气几何模型相

比，主要有两点不同。 
1）大地击距与杆塔之间，不再是平地上垂直

关系，两者之间有角度 90°−α，如图 4所示，由于
存在地面倾角 α，地面击距对杆塔两侧的上下坡位
的两相导线的雷电屏蔽效应不一样。计算中，采用

坐标变换方式，将原水平坐标系 xoy 转化到如图 5
所示 x′oy′坐标系上，hc为旋转坐标系前导线高度，

hgw 为旋转坐标系前的地线高度，h′c 为旋转坐标系
后的导线高度，h′gw 为旋转坐标系后的地线高度，

从而利用已建立的平地电气几何模型进行仿真计

算，坐标转化公式如下： 

 
' cos sin
' cos sin

x x y
y y x

α α
α α

= +
 = −

 (6) 

2）雷电先导入射方向受到山体倾斜的影响，
雷电入射角分布与山坡倾斜相关，本文仿真计算

中，雷电入射角概率分布以与山坡垂直方向两侧对

称分布，采用的雷电入射角概率密度函数为国家规

程[22]中公式如下： 

 33 π π( ) cos ,   
4 2 2

p θ θ θ= − < <  (7) 

 
图 4  山坡地形下的电气几何模型击距示意图 

Fig. 4  Strike distance of EGM on slope terrain 

 
图 5  地面倾角转换示意图 

Fig. 5  Coordinate conversion from slope to level 

1.4  雷电屏蔽因子 
为更好表征两线路间的雷电屏蔽效应，用参数

雷电屏蔽因子 fS [16]，量化两线路间的雷电屏蔽效

应， fS 取值范围 0~1，有： 
 f s L=1S N N− ( / )  (8) 
式中：NL为未考虑两线路间雷电屏蔽效应时的绕击

次数；Ns为同等条件下考虑两线路间雷电屏蔽效应

时的绕击次数。 

2  计算分析 

2.1  计算流程及参数 
本文首先计算山坡地形下地面倾角对±1100 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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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线路绕击次数的影响；随后研究考虑地面倾角

下±1100 kV线路极性布置对其绕击次数的影响；随
后讨论了山坡地形下，存在邻近线路时，两线路间

距离对±1100 kV线路绕击次数的影响；最后针对山
坡地形下，重要输电通道内，±1100 kV特高压直流
与 500 kV交流单回线路的线路布置方案展开研究，
得到防雷效果较好的优化方案。 
计算中，±1100 kV线路和 500 kV单回线路并

行排列； ±1100 kV 直线塔采用如图 6 所示
Z38102AL塔型，由于我国 500 kV线路多，邻近线
路采用图 7所示 500 kV单回线路，图 1和图 2中
标注的导线和地线高度为平均高度。 

 
图 6  ±1100 kV线路 Z38102AL杆塔示意图 

Fig. 6  Z38102AL type tower of ±1100 kV line 

 
图 7  500 kV交流单回线路杆塔示意图 

Fig. 7  Tower of 500 kV AC single circuit transmission line 

地闪密度 N=2.8次/(km2⋅a)，雷电流幅值概率密
度函数采用如下公式： 

 88ln10( ) 10
88

I

p I
−

=  (9) 

2.2  地面倾角对±1100 kV线路绕击的影响 
为研究单条±1100 kV 线路在不同地面倾角下

的绕击特性，调整地面倾角 α 在 0°~30°范围内变
化，假定下坡位导线为正极性，仿真计算单条

±1100 kV 线路在不同地面倾角下的绕击次数，仿

真结果如图 8所示。 
由图 8可见，随着地面倾角的增加，处于上坡

位的负极性导线绕击次数减少，处于下坡位的正极

性导线绕击次数增加，且增加幅度很大，并且从图

中可以发现，由于下坡位正极性导线绕击次数增加

幅度大于上坡位负极性导线绕击次数的减少幅度，

总绕击次数也在不断变大。 

 
图 8  不同地面倾角下±1100 kV线路绕击次数 
Fig. 8  Shielding failure rate of ±1100 kV line  

under different slope angle 

2.3  山坡地形下±1100 kV线路极性布置方式对绕
击的影响 
由于 90%的雷云呈现负极性，且±1100 kV直流

输电线路电压高，正负极性导线引雷能力不一样，

由于山坡地形下两侧导线失去平地的对称性，因此

上下坡位极性布置方式的不同会对±1100 kV 线路
绕击次数产生很大影响，基于山坡地形下的电气几

何模型，分别调整上、下坡位导线的正负极性布置

方式，仿真计算不同极性布置方式下各导线绕击次

数随地面倾角变化的规律，仿真结果如图 9和图 10
所示。 

 
图 9  2种极性布置方式下±1100 kV线路绕击次数 

Fig. 9  Shielding failure rate of ±1100 kV line  
under two polarity arrangements 

由图 8和图 9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对于 2 种极性布置方式而言，随着地面倾

角的增加，总绕击次数均是增加。 
2）对于下坡位导线为正极性这种布置方式而

言，其绕击次数增加幅度远大于下坡位导线为负极

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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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种极性布置方式下±1100 kV线路各相绕击次数 

Fig. 10  Shielding failure rate of each phase of the ±1100 kV 
line under two polarity arrangements 

3）对于 2 种极性布置方式，随着地面倾角的
增加，位于下坡位的导线暴露弧不断脱离地面击距

保护，绕击次数均在增加；而对于位于上坡位的导

线而言，地面击距屏蔽作用更强，暴露弧在不断变

小，绕击次数减小。 
4）位于下坡位的导线为正极性时，由于正极

性导线对应的击距更大，暴露弧脱离地面屏蔽更 
多，因此其绕击次数更大；随着地面倾角的增加，

脱离地面击距保护更多，增加幅度更大。 
2.4  山坡地形下邻近线路对±1100 kV线路雷电屏
蔽效果的影响 
为分析输电通道内山坡地形下邻近线路对

±1100 kV直流线路雷电屏蔽效应的影响，以图 7所
示 500 kV单回线路塔型为基础，±1100 kV线路上
坡位导线为正极性，500 kV单回线路位于±1100 kV
线路上坡位方向，通过调整位于上坡位方向 500 kV
单回线路与±1100 kV直流线路距离 S=50、100、200、
400 m，仿真计算 4种情况下±1100 kV线路各相导
线绕击次数以及雷电屏蔽因子变化。如图 11—13
所示。 
观察图 11—13，可得到以下结论： 
1）对于靠近单回线路侧的上坡位导线而言，

对于 S=50、100、200 m这 3种情况而言，在同一 

 
图 11  不同距离上坡极导线绕击次数 

Fig. 11  Shielding failure rate of the uphill line with 
different distances 

屏
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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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不同距离上坡极导线屏蔽因子 

Fig. 12  Lightning shielding factor of the uphill line with 
different di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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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不同距离下坡极导线绕击次数 

Fig. 13  Shielding failure rate of the downhill line with 
different distances 

地面倾角下，当邻近单回线路距离越近，雷电屏蔽

效应越强，雷电屏蔽因子越大，绕击次数越小；当

两线路间距离在 200 m以上时，由于单回线路远离
直流输电线路，雷电屏蔽效应较弱，绕击次数与无

邻近线路相比基本无变化。 
2）对于远离单回线路侧的下坡位导线而言，

由于处于远离单回线路侧，不受到来自邻近单回线

路的雷电屏蔽影响。 
2.5  山坡地形下考虑雷电屏蔽效应的±1100 kV线
路与邻近线路的优化布置方案 
为探究输电通道内±1100 kV 线路不同极性布

置、不同邻近线路位置情况下，±1100 kV线路雷电
屏蔽效应及其与邻近线路的最优化组合方式，本文

针对 S=50 m和 S=200 m 2种情况下，就 500 kV交
流单回线路分别处于±1100 kV线路的上下坡方向、
正负极性导线上下坡位布置共 4种组合情况就行研
究，仿真结果如图 14所示。 
观察以上图 14—17，可以发现： 
1）S=200 m时，邻近单回线路分别处于±1100 kV

线路上、下坡位时，±1100 kV线路相导线绕击次数
基本没变化，此时邻近线路对±1100 kV线路的雷电
屏蔽因子接近于 0，基本没有雷电屏蔽效果。 

2）S=50 m时，对于 4种线路运行方式，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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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S=50 m时 4种运行条件下±1100 kV线路绕击次数 

Fig. 14  Shielding failure rate of ±1100 kV line  
under four working conditions of S=50 m 

 
图 15  S=50 m时4种运行条件下±1100 kV线路雷电屏蔽因子 

Fig. 15  Lightning shielding factor of ±1100 kV line  
under four working conditions of S=50 m 

 
图 16  S=200 m时 4种运行条件下±1100 kV线路绕击次数 

Fig. 16  Shielding failure rate of ±1100 kV line  
under four working conditions of S=200 m 

正极性-单回线路处于±1100 kV线路上坡位置这种
组合方式下，直流输电线路绕击次数最大，且随着

地面倾角的增加，绕击次数增加幅度十分明显。 
3）S=50 m时，对于单回线路处于±1100 kV线

路下坡位时的 2 种方式，随着地面倾角的增加，
±1100 kV线路的雷电屏蔽因子均增大，邻近单回线
路对±1100 kV线路屏蔽效应增强，使得这 2种情况
下±1100 kV 线路绕击次数随地面倾角增加幅度
很小。 

4）S=50 m时，在地面倾斜角大于 15°时，由 

 
图 17  S=200 m时 4种运行条件下 

±1100 kV线路雷电屏蔽因子 
Fig. 17  Lightning shielding factor of ±1100 kV line  

under four working conditions of S=200 m 

于正极性导线处于上坡位，可有效利用地面击距的

屏蔽效应，降低±1100 kV线路的绕击概率，同时输
电通道内的单回线路位于±1100 kV 线路邻近下坡
方向时，雷电屏蔽效应强，推荐采用下坡负极-单

回下坡运行方式，充分利用两线路间的雷电屏蔽效

应，能有效降低山区地形下地面倾角过大带来绕击

概率增加的问题。 

3  结论 

本文基于改进电气几何模型，针对山坡地形下

考虑邻近线路雷电屏蔽效应后±1100 kV 线路绕击
特性的相关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本文分析±1100 kV
线路正负极性不同布置方式对其绕击特性的影响，

同时对邻近线路间距以及邻近线路的位置等重要

影响因素展开了分析与仿真计算，得到了以下结论： 
1）随着地面倾角的增加，±1100 kV线路位于

下坡位导线绕击次数增加，上坡位导线绕击次数减

小，且增加幅度大于减小幅度，两相绕击次数增加。 
2）对于同等地面倾角下，对于上坡位为正极

性导线这种极性布置方式，±1100 kV线路两相绕击
次数小于上坡位为负极性布置方式。 

3）邻近单回线路间隔距离越近，对±1100 kV
线路靠近邻近单回线路侧的雷电屏蔽效果越显著。 
基于本文的仿真计算结果，在输电通道内进行

线路规划时，当地面倾斜角大于 15°时，推荐将
±1100 kV 线路正极性导线布置在上坡位，并将
±1100 kV线路并行布置在邻近线路的上坡位，且在
保证绝缘要求以及电磁环境安全的基础上，尽量使

两线路靠近，充分利用邻近线路的雷电屏蔽效应，

有效减缓±1100 kV 线路因地面倾角增加后的绕击
次数增加的趋势，从而降低±1100 kV线路的绕击概
率，保障线路的安全与供电稳定。 
附录见本刊网络版(http://www.dwjs.com.cn/CN/volumn/ 

current.shtml)。 

http://www.dwjs.com.cn/CN/v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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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图 A1  东锦一、二线沿线地形 

Fig. A1  Terrain along the 1st and 2nd line in Dongjin 500 kV 
AC transmission corrid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