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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越来越多的架空输电线路建设在山区、丘陵及旷野地带,遭遇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的次数也
相对增多,架空输电线路的雷击跳闸故障次数也随之上升。本文分析了架空输电线路雷击跳闸的原因及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有效的防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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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土壤往往湿度较大,接地装置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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