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DCE避雷針 (落雷打不著)

抑制被落雷打到離子容量型避雷針

保護建築物主體及附屬設備 智慧型抑制式避雷針

P pararrayos 避雷針

D desionnizador 消除帶電離子

C   carge 電荷

E  electrostatica 靜電氣



避雷針的歷史及其問題 燈油時代的產物

兩個問題點

1.雷擊電流的處理電流引導至地面後也會造成相對影響

2.抵擋效能非100%。會導致周遭的引雷

將落雷安全有效轉化成引雷為創新技術的時代來臨

所以為何260年前的技術還要繼續沿用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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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非完美無瑕避 雷針的有效引雷率為7-8成左右

其他、像是都廳也有引過雷的紀錄(1999/07/22)、牆壁上有破損

避雷針的問題點 雖可以保護建築物體、但是無法保護其附屬設施

避雷針的功能 建築物主體的保護 日本建築基本法的規制面



避雷針的效果 260年前就開始被使用，但是、對於電氣製品會產生很大的後遺症

避雷針與所預期效果相悖離案件非常多

1.避雷針能有效的達到引雷的效果、在別的地點落雷

2.雖然已經達到引雷效果但是也會給電器製品帶來

相對的副作用

3. 照明燈柱的抑制設備遭到雷擊電流此時圓柱已受到

損害(靜岡縣御殿場球場)

4. 遭雷擊火災感知器燃燒造成火災事故(岐阜県日

吉神社為重要文化財)

5. 遭雷擊附近住家電位上昇、導致家電受損(石川縣

小松市)



落雷受害實際案例 歧阜縣日吉神社三重塔

建築基準法規範上、高度在20公尺以上、
就必須設置避雷針及火災感知器為必備
設施

避雷針引雷⇒⇒⇒火災感知器著火



落雷相關影響 避雷針順利引雷後也無法排除的問題

避雷針順利引雷、但是強大電流通過後的副作用無法排除

9成建築物結構鋼構件會接地處理

因雷擊電流經建築物件分散竄流，影
響附屬設備

避雷針的用途是為了保護建築物主體

附屬設備，無法保護

電梯抑制裝置等



落雷相關影響 建築物內有數百公里長的電纜線

建築物結構鋼構件併行配線會導致誘導性電流通過、造成機器異常現象

電梯用配線

通信用配線

保全系統用配線

大樓管理用配線

幫浦用配線

建築物內多種配電電纜



傳統的落雷對策 外部落雷對策為避雷針 內部設備保護時為避雷保安器

城市化的結果、在無人居住的地點、住宅建築也有相當的建設

在受雷擊過後、周邊的住宅地、電位上昇、造成困擾

基地塔台設置後落雷次數增加

受雷擊影響住戶索取賠償請求

住戶會擔心引發火災

希望有安定的居住環境

不希望有落雷現象產生

希望基地電塔能撤離

基地電塔半徑100M為影響範圍

就算是基地電塔內部設備有了萬全準備

必須要有能給予周邊區域不造成困擾的對策



傳統的落雷對策所能提供的極限

雷擊電流量的大小、落雷沒實際測試是無法預估其大小的

在需要防護的對象之物理量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下、從技術上來作分析
賭注

行動電話公司

資金籌措的問題 對策費用有限、
變電箱及保安器的耐電壓也是有其極
限

家電商品並無對於落雷對策就算有也是
相當微弱

基本上原因是出於「落雷」⇒「落雷」

若能阻止發生就沒有任何問題

基地電塔帶給附近居民的困擾、勢必無法設置



解決對策 讓雷擊落下時、自絕緣線和接地盡量深埋處理

通常將突針以礙子進行絕緣措施、採用特殊規格的
電纜線埋入地底將雷擊電流放電

但是

但就鑽埋成本、高絕緣電纜線單價都很高

非適用各種落雷、(落雷是很難抓
模的)



進一步提昇功率的對策 不讓落雷產生

如果不讓其落雷、也就不會產生地電位上昇現象

真的可以做到不落雷?     日本海沿岸有7年冬季雷對策的實績

夏季落雷 ⇒ 零
冬季落雷 ⇒ 雷電流大概400-500A程度的向上放電，
當落雷時，3萬~10萬A的雷電流

周圍實際受災也會減少、設備機器也會減少影響

新設置設備的住戶期對策是有效的

住戶對策: 住戶的知識程度提升「地電位」這樣程度
的相關知識是有義務告知、說服的對策說明是必要的



該選擇那個作為對策?

一般市售的避
雷針
最為便宜
不是解決之策

避雷針+埋設接地

比一般型的好

鑽埋設置費用高

最容易達到解決
對策
價格及效果最優

一般民宅的耐雷工程
附近民宅都必須安裝
保安器及共有的接地
工程

價格費用最貴

效果呢??



落雷在電塔時，會帶給附近住戶影響

受影響的範圍約距離100m程度



夏季雷及冬季雷 PDEC避雷針都能發揮其效果

(主要是帶負電)

(正負電夾雜)

落雷在發生時的
電界強度、
會上昇達到通常
的1000倍

地面上的電荷(通常是帶負電的，但在落雷前、會將地面帶正電
給誘導上來)



落雷的現象原理 先行放電會從天而降

先行放電是自雷雲底部向地面去
「同時多處齊發」降下

在快接近到地面時，會追跡
「迎向放電」而產生落雷。

先行放電的原理、是經由NHK
高速攝影機得知



大電流流向追跡的過程PDCE可以防雷擊的原理說明(1)

一般的避雷針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放電先行
放電路成形 大電流竄

流
迎向放電

不會產生迎
向放電

PDCE避雷針



PDCE可以防雷擊的原理說明(2) PDCE的上碗蓋為帶負電的原理

不會產生迎向放電

1)由於氣流的上昇
上端帶 正電、
底部會儲存負電

2)空氣中存在之絕
緣物質會帶動地
面上的正電

晴天時、地表面
為帶負電

絕緣物質

【大氣】

絕緣物質

3)地面上帶正電在下碗蓋蓄積
時、絕緣物質會在上碗蓋蓄積
成負電

雷雲底部【負電】的下方地面
為帶【正電】是相同的原理



PDCE避雷針與一般避雷針的相異處

一般的避雷針PDCE避雷針

不會產生迎
向放電 3.落雷產生

2.發出迎向放電產生引雷現象

1. 放電先行是全部都會落下的意思



3.PDCE避雷針能防止落雷的理由(2) 阻絕迎向放電

落雷產生的步驟 落雷的產生

返回電流
SPD
耐雷變壓
器
落地後才
能知暁

與大電流對抗很不
理想

後果將無法挽救

不會自體放電

時間的經過

不會形成
側擊雷

側擊雷的
形成迎向放電放電先行

放電先行

此為自然
現象無法
預防

不會產生
迎向放電



落雷制抑 相關成效的檢證 其他、 按裝的實績量多

1.在實驗室的放電試驗 關於避雷針的性能期檢
測其規格在法國 波大學的放電設施進行試驗

2.在地圖上PDCE設置點和附近落雷情報的比較

氣象是由Meteorage這家公司所提供的數據作為檢
證的依據

第三公正者單位認證書

3.在安道爾共和國所設置的PDCE設置點、設置8
年的落雷數據在GSM基地台過去8年的落雷數據

4.日本裝設實績 約500台

5.印尼電信 巴淡島在112m範圍的無線電塔無落
雷紀錄



形狀與大小

直徑24cm、高39cm、
重量7.5kg
PDCE-高階

PDCE-高容量

被作為避雷設備的
受雷器所使用

不需要電源

接地處的鹽類補給是
不需要的

是需要接地的



使用案例 牛九大佛 世界最大的青銅立像

高度85公尺有展望台、參拜遊客上去後、因為雷擊
造成電梯抑制裝置損壞無法使用

為維護參拜遊客的安全、
所設置的落雷防止措施



使用案例

【地球】

調查船內搭載相當多的科學設備儀器



智慧型房屋需相當重視落雷防止對策

目前的電力供給設備 未來的電力供給設備

電柱上變壓器

電氣化
商品

可抑制型電柱上變壓器

太陽能發電面板

電氣化
商品智慧型電表

電動車

連接
線

落雷後的對策足夠嗎?

受到落雷後相關設備增加

不是落雷後才作對策、應該是不讓落雷打到的措施
才是必要的對策



PDCE避雷針的使用者

日本實績



PDCE避雷針的使用者

台灣實績

泓泰環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備註:觀音工業區
近海邊



為何、落雷制抑是有必要的?

順應時代要求的取向

② 建造時可能的選項⇒⇒客戶端的選項增加

① 就算是落雷也無法停止作業⇒⇒停止作業會影響公司的營運造成問題

1. 背景1.地球暖化及亞熱帶化、異常氣候落雷日數相對會增加

2. 背景2.工廠、辦公大樓對於落雷較為敏感的機器利用較多

③ 落雷會造成的損害「沒作假想」⇒⇒「假想外」不會被允許

④ 十分安全無虞的對策⇒⇒企業印象加分



避雷設備(避雷針)概述 用語定義 JIS A4201

避雷設備=受雷部+避雷導線(接地導線)+接地極(棒)

受雷部＝引雷針(梯子、旗桿)、女兒牆導體、欄杆、圍牆、水槽等…
避雷導線=斷面積【銅30mm2、鋁50mm2以上】的導線、結構體的
鋼構



形狀及大小PDCE避雷針的規格

PDCE避雷針最終型式不設侷限。但是大概是下列型式的縮放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