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波保護器常見問題彙整 

1） MCG 的雷擊雷擊突波保護器是否使用濾波裝置？ 
在電源線上高頻現象成為一個問題的情況下，MCG 提供高頻濾波器，無附加

費用。所有 MCG 的雷擊雷擊突波保護器均可增添這種濾波裝置。只能使用符

合 MIL STD 220A 濾波器檢測標準的濾波器（決不能使用那些不滿足 MIL STD 
220A 規格的濾波器）。MCG 公佈的衰減資料是：在 240VAC 條件下，從 10
分貝到 60 分貝不等，與頻率有關。在大樓入口配電房使用濾波器要注意：濾

波器位置放錯，可能將用於運行 AC 電源線上的高頻信號短路（即：Simplex）。
在電源線上安裝任何高頻濾波器之前，都要確認這些濾波器不會使另一個系統

出故障。  
 
2） 如果有了 UPS，是否還需要雷擊突波保護器？ 
 絕對需要。 

UPS 的作用是對供電系統突然停電或電壓不足提供支援，在突然斷電時，UPS 
保護電氣和電子系統、處理控制器和資料免受部分或全部的損壞。有些 UPS
裝有低能量的突波抑制器。這種內置的低能量突波抑制器只能用來保護和 UPS 
相連的負載免受數量有限的弱突波的襲擊，因此，不能作為專門的解決突波問

題的方案。更重要的是：有研究表明 UPS 設備中的敏感電氣控制線路極易受

到突波的破壞。而這些線路經常是監視 UPS 的狀態以及 UPS 的交流電源的

輸入、輸出狀態的。1884 年成立的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是世界

最大的技術專業團體，曾十分關注 UPS 可能受到破壞，並在 IEEE 標準

1100-1992 中專門採用了一章 9.11.3：UPS 突波保護。其中指出：雷電和其

他產生瞬態電壓的現象，對大部分 UPS 設備和敏感的電氣負載設備是有害

的。因此，建議 UPS 的整流器輸入系統和輔助的 UPS 旁路系統（包括人工

保養的旁路系統）都應加裝 IEEE C62.41-1991 標準中規定的有效的突波防護

裝置。 
 
3） 雷擊突波保護器是否可節能？ 
 也許可以。 

如果一個電器設備經受突波的次數少了、運行得更平順、不再過熱、耗能少，

這是合乎邏輯的。然而，儘管有些雷擊突波保護器的生產廠家大力宣稱 TVSS
節能的效果，實際上，沒有一個客觀的國家級或國際級機構發表過綜合研究證

實雷擊突波保護器可節省電費。不過，有一點已被證實：如果機器設備受到保

護，免受突波的損害，機器的壽命可延長 30％。如果雷擊突波保護器真能有

效地降低電費的話，那麼，MCG 雷擊突波保護器則會由於本身先進的設計、

專利的 Micro-Z 連線技術、傑出的峰值電流、箝位元電壓和能量吸收能力，而

在省電這個方面成為最有效的產品之一。 



 
4） MOV 技術和火花隙技術(Spark gap)的區別 

突波無法被阻止，因為它包含的能量太強。由於這種原因，保護敏感電器設備

免受突波損壞的策略是把突波從設備外分流。理想的雷擊突波保護器在電力線

上應是察覺不到的，而當電壓達到一定的限值時，應立即動作，分流多餘的能

量入大地。 
MOV 工作原理正是如此。直到突波出現，它才動作，否則就靜止在電源線上。

當電壓達到預先設定的水平時，MOV 立即動作，反應時間約為 1-3 毫微秒

(ns)。MOV 中的 "V"是變阻器。在反應的一瞬間，MOV 的電阻從完全絕緣值

降到近乎零歐姆。MOV 使瞬態過電壓找到了進入大地通路，吸引過電流遠離

敏感的電氣設備。MOV 把過電壓漏泄掉。電氣設備繼續接受正常的電壓。 
火花隙技術(Spark gap)的意圖是同樣的，該技術的核心是兩個電極，形狀像牛

角，由絕緣材料分開，彼此間有很短的距離。火花隙的工作原理和雷電的工作

原理一樣。當兩個角型的電極間電位差達到一定程度時，電荷穿過兩個角型的

空間打火放電，放電提供了進入大地的通路。 
使用火花隙技術(Spark gap)對付突波猶如用火來對付火。來自世界著名的採用

火花隙技術(Spark gap)的生產廠家的安裝指南中提醒使用者“每當使用火花隙

技術(Spark gap)的雷擊突波保護器動作時，熱量和壓力從保護器的尾部釋放出

來”。用戶被提醒到：由此產生的熱量和壓力可能產生火災。由於該原因和其

他原因，IEC 61643-1 安全規範要求採用火花隙技術(Spark gap)的雷擊突波保

護器配有一個限制保險絲（F2），在系統保險絲（F1）動作前，F2 將熔斷。

這種增加的保險絲大大地降低了火花隙技術(Spark gap)的雷擊突波保護器可

能處理過電流的能力。實際上，該增加的保險絲決定了火花隙技術(Spark gap)
雷擊突波保護器的電流處理能力。 
其他有關火花隙技術(Spark gap)的論題： 
通常在市場上見到的採用火花隙技術(Spark gap)的設備最大電流（I peak）處

理能力為 25KA，最大的火花隙技術(Spark gap)的設備也只有 65KA-100KA。 
採用火花隙技術(Spark gap)的雷擊突波保護器的反應時間和箝制電壓都不如

採用 MOV 技術的雷擊突波保護器。採用火花隙技術(Spark gap)的保護器需要

三級才能完成一個設計良好的、採用 MOV 技術的保護器的工作。由於一個雷

擊可包含 2-20 個突波，良好的雷擊突波保護器的設計應該包括分別具有熔斷

器的多條通路進入大地，例如：MCG 的保護器每個都有 3 到 18 個這樣的具

有獨立熔斷器的多條通路進入大地。上面提到，由於有 F2 保險絲，任何火花

隙技術(Spark gap)的保護器只限於單通路。如果在雷電來時使用火花隙技術

(Spark gap)的保護器被擊穿了，在最需保護時，設備將處於無防護狀態。 
在中國的電信設備接地系統中，採用火花放電技術的保護器不能安全的工作。

其設計要求它們應被安裝在斷路器開關的前面。出現在採用火花隙技術(Spark 
gap)的保護器中的短路現象會引起線對地的殘壓，解決該問題需要在中性線和

地線之間安裝附加的設備。 



 
MCG 的產品不存在該問題，原因有三點：  
 1. 一般情況 MCG 的產品安裝在斷路器開關的負載側。 

2. MCG 產品的設計包括每條通路都具有獨立的熔斷器和線路的狀態顯示

  ，在每次可能發生的事故中都能確保人身安全。 
 3. MCG 的每台保護器本身都有中性線和地線之間的保護。 

採用火花隙技術(Spark gap)的保護器有彼此互相干擾的現象。為避免這

點，需要在採用火花隙技術(Spark gap)系統的各級間安裝抗干擾設備。 
 
5） 雷擊突波保護器的反應時間 

交流電源正弦波的一個周期是大約 20 毫秒(ms)。突波是以微秒(us)速度進行

的，微秒比毫秒快 1000 倍。MOV 的反應時間是毫微秒（ns）級。毫微秒（ns）
比微秒短 1000 倍。MCG 的電源線雷擊突波保護器的反應時間小於 5 毫微秒

(ns)，即比突波快 5000 倍。就反應時間來講，任何在毫微秒的雷擊突波保護

器都符合要求。 
 
6） 雷擊突波保護器的體積大小是否會影響保護器的性能表現？ 

雷擊突波保護器的體積和設計直接影響通過電壓，即進入設備的過電壓。雷擊

突波保護器一般與被保護的設備並聯安裝，為接地提供低阻抗通路。MCG 的

產品也不例外。整個雷擊突波保護器系統的電感越低，進入設備的過電壓越

少。在產品規格上看到的“箝制電壓”只是雷擊突波保護器本身的 MOV 的前衛

元電壓。 
影響該資料的另外兩個因素有： 
(1) 雷擊突波保護器和配電盤之間的接線阻抗。 
(2) 雷擊突波保護器內部元件本身的電感，即雷擊突波保護器內部連接線的

電感量。 
因此，雷擊突波保護器的生產廠家建議保護器和配電盤之間的接線越短越好，

最好是直線，不要彎曲，在 15 釐米內。雖然建議很好，但有時由於客觀原因

做不到。MCG 申請了專利的 Micro-Z 電纜，降低了連接線線路的阻抗，和其

他連接線方式相比，阻抗降低了 50%-70%。 
內部電感很大程度上取決於雷擊突波保護器的體積大小。體積越小意味著內部

連線越短、連線的數量越少，電感也就越小。內部電感越小越好。MCG 34 年

的經驗，開發了最小巧而結實的產品，設計形式限制了允許進入設備的殘壓。 
 
7） 設備一定需要“三級”保護嗎？ 

假如你只是採用過時的技術，你就一定需要“三級”保護；要是採用 MCG 的防

護技術，就不一定需要。 
所有的敏感電氣設備的運行都是在嚴格的電壓範圍內進行的。超過 1KV 的高

速過電壓，對電氣設備都非常危險。任何雷電防護措施的目的，都是要把過電

壓限制在 1KV 以下。單用一個 MCG 雷擊突波保護器，就可做到這點。 



 
而一些較老舊的技術必須使用三級才能把過電壓限制到 1KV 以下。在主張三

級系統的一個主要製造商的一份手冊中，用下面這樣一個表說明他的系統是如

何工作的：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把 6kV 限制到 4Kv 把 4kV 限制到 2.5Kv 把 2.5kV限制到 1.5kV 

換句話講，“三級”系統中所使用的這種技術，不能在單級中的將過電壓箝制到

安全的範圍內。即使是使用了三級，他們也只能將過電壓箝制到 1.5KV。 
一個正確安裝的單一的 MCG 雷擊突波保護器，可以負荷 6KV 的過電壓並將通

過電壓降低到 1KV 以下，不需其他附加級。 
 
8)  市場上的組合技術雷擊突波保護器（或稱作雙保險設計）是指什麼？ 

組合技術產品是指通過將幾種技術方法結合在一起使用，從而達到一種通過單

一技術所不能取得的效果。 
 

目前在雷擊突波保護器市場上常見的兩種組合技術產品分別是：  
a）硒光電池加壓敏電阻採用這種組合技術的廠商宣稱硒光電池可以進一步降

低箝制電壓，但這僅僅是一種市場宣傳手段，因為所有超過 1000A 的突波基

本上是通過壓敏電阻分流掉的。有些廠家宣稱硒光電池可使 MOV 停止退降，

試驗沒有證實這種說法。 
b）壓敏電阻加齊鈉二極體 和硒光電池一樣，齊鈉二極體處理突波的能力十分

有限。當突波很大時，只有壓敏電阻才真正起到作用。10000 只齊鈉二級體處

理突波的能力僅相當於一支 40mm 壓敏電阻的處理能力。由於這些組合技

術所能起到的保護作用微乎其微，所以 MCG 的電源線雷擊突波保護器從來不

採用它。  
 
9) 什麼是接地？MCG 的產品需要特殊的接地嗎？ 

接地是指電路或設備與大地是導通的。接地是所有電源或資訊網路系統必要的

條件。所有的電壓和信號電平都是以地為參照點的。雷擊突波保護器的作用就

是將破壞性的突波分流進入大地。但是目前大多數設備均沒有很好的接地系

統。接地線電阻越小，對強電流導地越有利。對於大多數電腦系統來說，小於 
5 歐姆的接地電阻是最適宜的。不大於 25 歐姆的接地電阻均可使用 MCG 的
雷擊突波保護器。 



 
10) 何種設備需要雷擊突波保護器的保護？ 

任何含有微處理器或微電子晶片的設備均會被突波損壞或擊穿。在當今的現實

生活中這涉及到所有的電氣設備。電腦和通訊設備是最典型的例子，當今幾乎

所有的生活都要依靠這些微電子晶片。雷擊突波保護器可以保護電視機、娛樂

中心、洗衣機，還有 PLC 電話系統，熒光照明設備，醫療設備，影音設備，

安全系統和衛星／微波通訊系統等。突波可使這些設備的壽命至少縮短 30%。

只有雷擊突波保護器可以使它們免受突波造成的損壞。 
 
11) 假如已經安裝了避雷針，還需要雷擊突波保護器嗎？ 
 還是需要。 

避雷針是不能替代雷擊突波保護器的。避雷針把直擊雷產生的大部分有害能量

從建築物外分流入大地，從而可以避免建築物起火或爆炸。但是雷擊可以產生

巨大的磁場，並在電源線和信號線上產生大的過電壓。這就是所謂感應現象。

如果這時已經安裝了高能量的雷擊突波保護器，建築物內的敏感電氣設備就可

以受到保護。但是如果安裝了低能量的雷擊突波保護器或沒有安裝，設備仍會

被毀壞。 
 
12) 電源雷擊突波保護器(SPD)與信號線雷擊突波保護器(DLP)有何區別？僅安裝

一種是否可以具有防護作用？ 
突波不僅會通過電源線，還會經由信號線損壞設備。任何與電源連接的電器設

備均會被通過電源線的突波損壞。與數據機或電腦網路連接的設備，同樣需要

信號線雷擊突波保護器來防止突波的破壞。MCG 針對電源線和信號線兩種類

型的雷擊突波保護器，都有提供。 
 
13) 如何選擇雷擊突波保護器的型號和安裝位置？ 

最大的突波產生在建築物外，由雷電和電力公司切換負載所致，這種感應突波

可沿電力線傳輸，進入建築物內。因此，應在建築物入口處安裝雷擊突波保護

器。單一的 MCG 雷擊突波保護器，安裝在建築物電力入口處，將保護整個建

築內的電氣設備免受這些來自外部突波的損壞。MCG 的雷擊突波保護器有不

同的型號，如何正確的選用雷擊突波保護器的型號，基本有三點，供參考： 
(一) 可根據變壓器容量的大小： 

 通常，變壓器的 KVA 越大，該電力線經受的突波會越大。如果變壓器的容量

在 750KVA 以上，使用一個 SF200XT 或 SF400XT 較為合適。 
(二) 是否處於高落雷區： 

 中國的主要城市，如北京、上海、廣州都被認為處在高落雷區，在高落雷區中，

如果建築物本身不高並處在低海拔區，則受雷擊的可能性遠低於山頂部的高建

築。中國有記錄的最大雷擊放電超過 140KA。因此，高雷區的建築入口處的配

電盤至少應安裝一個 160KA 的雷擊突波保護器(型號為：SF160M 或 SF160)；
低海拔區或受直擊雷可能性較小的地區，可安裝 125KA 或更小的雷擊突波保



 
護器。 
(三) 可根據被保護設備的價值和被保護設備需要連續在線工作的重要性： 

 越是貴重的設備，越需要可靠的保護裝置。在高雷區，即使是一台設備，倘若

它非常關鍵、價值很高，採用一台 SF400XT 來保護它，也是值得的。美國有

統計表明：銀行由於設備網路故障，每小時的停機就造成幾百萬美元的經濟損

失。我國銀行電腦網路故障停機是經常性的，50%故障停機可歸咎為突波的干

擾。 
  
14) 如果在建築物入口處安裝了雷擊突波保護器，在建築物內部，是否還需要安裝

其他的雷擊突波保護器？ 
在建築物主配電盤的入口處，一台型號合適、安裝合理的 MCG 雷擊突波保護

器可安全地保護建築物內部所有的設備，包括雷電在內的免受建築物外產生的

突波的干擾。但是，80％的突波來自建築物內，如升降機的馬達、空調機、雷

射印表機、影印機等；為處理這些由內部大型設備造成的這些突波，建議在保

護設備供電的分支配電盤或末端配電盤處安裝 SF80 或 SF40。 
 
15) 和市場上其他雷擊突波保護器相比，MCG 產品的價格如何？ 

目前，市場上的雷擊突波保護器多數需要通過 3 級保護才能將有害的突波箝

制到敏感電子設備所能承受的水平。但是，許多不負責任的代理廠商，經常忽

略關於雷擊突波保護器這點重要的使用說明，有的甚至故意誤導用戶，向用戶

推銷其中最小一級的保護器，以達到得到訂單的目的，而不考慮這樣做會給顧

客的設備帶來的潛在危險後果。 
已經通過指定檢測、獲得認證的 MCG SF80 型雷擊突波保護器與其他品盤產

品不同，僅一台 SF80 便可以保護一個機房內所有的電腦或一個樓層上所有機

房內的電腦。至今沒有人對 MCG 產品的高品質產生過疑問。MCG 遍布全中

國的代理認為 MCG 的產品價格是最有競爭力的，物超其值。一台 MCG 產品

的價格低於那些需 3 級達到完整保護的產品。  
 
16) MCG 產品中使用熔斷器嗎？ 
 MCG 產品中使用了世界上最優值的熔斷器。 

雷擊突波保護器是並聯在交流電源線上的。如果嚴重的雷擊產生的突波擊穿壓

敏電阻使壓敏電阻形成短路，這時就必須依靠串聯在壓敏電阻上的熔斷器熔

斷，使被擊壞的壓敏電阻得以從電源線上更換下來。熔斷器的性能是千差萬別

的，不是隨便哪一種熔斷器都適合在雷擊突波保護器中使用的。在一般性的抑

制突波的活動中，雷擊突波保護器中使用的熔斷器必須能承受短暫的，大強度

的突波而不熔斷，而且這一點對於電網問題比較嚴重的地區尤其重要。MCG 
雷擊突波保護器中的熔斷器是在 MCG 工程師們廣泛深入的研究、試驗基礎上

確定的工業級熔斷器，選用了世界上最優質的熔斷器。 
 



 
17) 什麼是"多通路進入大地保護”？MCG 的產品有這個特點嗎？ 

使用沒有多通路系統的雷擊突波保護器如同打仗使用水槍。多通路進入大地保

護是任何雷電防護設計中至關重要的，因為一次雷擊可有 2-20 次連續性放電。

為確保系統的正常運行，AC 電源的雷擊突波保護器的每相至少應有 2 條以上

的並聯線路進入大地，分流過電流。這樣做的理由是：在惡劣的雷暴中，當接

二連三的雷擊感應到電力線時，即使有一個通路被擊穿，也不會使設備失去保

護而受到損壞。多條保護通路進入大地意味著：無論何種情況，設備都有連續

的保護。MCG 是這個概念的先驅，至今仍是無可比擬。SF400XT 型號每相有

10 條具有獨立保險絲的獨立的進入大地通路；SF200XT 有 5 條，所有 SF90
以上的 MCG 產品，都有“多通路進入大地”的特點。 

 
18) 在惡劣的電源條件下，壓敏電阻能長期保持有效嗎？ 

美國是世界上對電源環境管理最嚴格的國家，電力傳輸線上的電壓波動不能超

過±10％。但在中國，電力線上的電壓可以在 15%-50%之間波動。更糟糕的

電力系統是在委瑞內拉，那裏電力系統是 120VAC 和 220VAC 混用的。一些

建築物的接地是 TN 方式，而另一些是 TT 方式。有些地方的高低壓變壓器的

接地竟然是連在一起的。正如工程師們自己所說的在這裏從來未見一個滿意的

接地系統。MCG 的產品在委內瑞拉對工業和電腦設備的保護工作已經成功地

進行了多年，沒有任何問題。在中國，MCG 的產品也已經被使用了幾年，得

到了良好的效果，並且從未發生任何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