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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雷电灾害是我国最常见的气象灾害之一，雷电放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

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对人员、建筑物、电子信

息设备带来严重威胁，因此，雷电灾害被联合国“减灾十年计划”列为人类遭受的十种最

严重自然灾害之一，并被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确定为“电子化时代的一大公害”。江苏

省地处中纬度地带，属暖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型气候，雷电活动频发，每年都会造成较大

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江苏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

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国发〔2016〕39 号）相关精神，为科学履行气象部门对雷电灾害防

御工作的组织管理职能，完善我省防雷减灾安全责任体系，提高雷电灾害防御能力和水平，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江苏省气象局根据我省雷电监测历史资料以及地理信息资料开展

江苏省雷电易发区域及防范等级划分工作，作为雷电灾害风险识别和评估的依据，为防灾、

减灾规划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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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雷电易发区域及其防范等级划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江苏省雷电易发区域的划分依据、术语和定义、江苏省及各设区市的雷

电易发区域划分、雷电防范等级和措施。 

2 划分依据 

2.1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QX/T 103-2017 雷电灾害调查技术规范 

QX/T 405-2017 雷电灾害风险区划技术指南 

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国发〔2016〕39号） 

2.2 数据来源 

2.2.1 闪电数据 

江苏省气象局2006-2012年ADTD-1型闪电定位系统和2013-2020年ADTD-2型闪电定位

系统的地闪数据，并按照《QX/T 405-2017 雷电灾害风险区划技术指南》5.2.2.1节所述

方法进行质量控制。 

2.2.2 土壤电导率数据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制作发行的全国土壤栅格

数据中的电导率字段。 

2.2.3 地形数据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公开发布的江苏省DEM地形栅格数据。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雷电灾害 

因雷电对生命体、建（构）筑物、电气和电子系统等所造成的损害。 

[来源：QX/T 103－2017，定义3.2] 

3.2 

雷电灾害敏感单位（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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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

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

防护装置的场所；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人员

密集场所。 

[来源：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国发〔2016〕39号），有修改] 

3.3 

易燃易爆场所 

指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 

[来源：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国发〔2016〕39号）] 

3.4 

人员密集场所 

指人员密集的建筑物或场所，如广场、会展场馆、博物馆、体育场馆、大型商场、公

园（游乐园）、大型宾馆酒店、影剧院、医院、学校等。 

3.5 

工程性防雷措施 

为防御雷电灾害而设计安装的防雷装置等措施。 

3.6 

非工程性防雷建议措施 

为防御雷电灾害而采取的管理机构及人员配置、规章制度建设、经费保障、防雷安

全教育和培训、防雷检测和自查、雷电灾害应急救援和演练等措施。 

4 江苏省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4.1 全省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按照雷电灾害易发程度将江苏省雷电易发区域划分为三级：高易发区、中易发区、一

般易发区（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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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江苏省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4.1.1 高易发区 

该区是雷电灾害最为易发的地区，主要包括镇江市、无锡市大部分区域、苏州市东部

和北部、南京市东部、扬州市西部和南部、常州市北部、南通市南部、淮安市东南部部分

区域。 

4.1.2 中易发区 

该区是雷电灾害相对易发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宿迁市、淮安市西部、南通市北部、泰

州市北部、盐城市西部、扬州市东部、常州市南部、徐州市中部等。 

4.1.3 一般易发区 

该区是雷电灾害易发性一般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连云港市、盐城市东部、徐州市西部

和东部。 

 

4.2 各设区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各设区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情况见附录A。 

5 雷电防范等级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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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雷电防范等级划分 

针对油库、气库、加油站、加气站、输气管道、危化品企业、烟花爆竹仓库、弹药库、

炸药库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矿区、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它场所（公路、

水路、铁路、民航、水利、电力、核电、通信等行业除外），依据其重要性、使用性质以

及发生雷电事故的可能性和后果，结合其所处区域的雷电易发区等级,将防范等级划分为

一级、二级和三级（表1）。 

 

表 1 雷电防范等级 

类型 
高 

易发区 

中 

易发区 

一般 

易发区 

油库 一级 一级 一级 

气库 一级 一级 一级 

加油站 一级 一级 二级 

加气站 一级 一级 二级 

输气管道 一级 二级 三级 

危化品企业 一级 一级 一级 

烟花爆竹仓库 一级 一级 一级 

弹药库 一级 一级 一级 

炸药库 一级 一级 一级 

矿区 一级 二级 三级 

旅游景区 一级 二级 三级 

人员密集场所（详见 3.4） 一级 二级 三级 

其它场所（公路、水路、铁路、

民航、水利、电力、核电、通信

等行业除外
注
） 

二级 三级 三级 

注 
上述行业自行制定雷电防范等级 

5.2 雷电防范措施 

雷电防范措施是在被防范对象执行相关规范、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其所处的雷电易发

区等级以及行业特征等因素，宜采取的工程性、非工程性建议措施。 

5.2.1 工程性措施 

建（构）筑物的雷电防范工程性措施应符合GB 50057-2010 的规定。 

5.2.2 非工程性建议措施 

建（构）筑物的雷电防范非工程性建议措施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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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各设区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图 A.1-图 A.13给出了各设区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情况。 

 

 
图 A.1 南京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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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无锡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图 A.3 徐州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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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4 常州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图 A.5 苏州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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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6 南通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图 A.7 连云港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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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8 淮安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图 A.9 盐城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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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0 扬州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图 A.11 镇江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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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2 泰州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图 A.13 宿迁市雷电易发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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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建（构）筑物的雷电防范非工程性建议措施 

表 B.1给出了建（构）筑物的雷电防范非工程性建议措施。 

 

表 B.1  建（构）筑物的雷电防范非工程性建议措施 

防范等级 非工程性建议措施 

一级 

1）建立防雷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防雷安全管理人员； 

2）建立明确防雷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包括：年度防雷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度、年度防雷工

作计划制度、防雷安全管理资金投入责任制度、新建项目防雷装置审核验收制度、雷电防

护装置检测维护制度、防雷安全培训教育制度、雷电灾害应急响应制度、雷电灾害防御档

案管理制度； 

3）落实防雷安全管理资金投入，包括：防雷装置设计、安装、定期检查及整改经费，防雷

管理人员培训教育经费； 

4）制订防雷安全年度宣传教育和培训计划并每年组织人员进行防雷安全教育培训1次以上； 

5）每年请符合资质的单位进行防雷装置安全检测 1-2次。每年开展 2次以上防雷安全自查、

有必要时开展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6）建立雷灾事故报告制度和雷灾事故应急预案，每年开展雷灾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二级 

1）明确防雷安全管理机构、制度和防雷安全管理人员； 

2）落实防雷安全管理专项资金； 

3）制订防雷安全年度宣传教育和培训计划并每年组织人员进行防雷安全教育培训 1次； 

4）每年请符合资质的单位进行防雷装置安全检测 1次并开展防雷安全自查； 

5）建立雷灾事故报告制度和雷灾事故应急预案，每两年开展一次雷灾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三级 

1）将防雷安全管理责任纳入安全生产管理范畴； 

2）将防雷安全教育纳入安全生产教育内容； 

3）有计划地开展防雷装置安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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