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佛山市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服务质量抽查结果

序号 检测机构 抽查项目 抽查方式 存在问题

1
佛山市气象公共安全

技术支持中心

三水西乐加油站 项目验证
一、没有按要求查找零电位。

二、没有穿戴劳保鞋、防静电裤。

三水西布加油站 项目验证

一、没有按要求查找零电位。

二、没有穿戴劳保鞋、防静电裤。

三、金属爬梯等电位连接线不符要求，

检测报告未提出相关检测意见。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南环小学 资料核查 一、原始记录留空。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横九加油

站有限公司
资料核查

一、原始记录留空。

二、加油棚引下线敷设方式填写错误

（实际暗敷，填写成明敷）。

2
佛山市恒业祥防雷检

测有限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三鹿水泥有限

公司-办公楼、宿舍 1、宿舍

2、宿舍 3、宿舍 4、电房、

质检中心、成品磨房、水泥

储库、发电房

资料核查 一、 原始记录有留空。

3
吉林省宇泰安全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中乐加油站 项目验证

一、接地极布设没有垂直于地网，没有

查找零电位。

二、现场使用的仪器设备与记录的仪器

不一致（如土壤电阻率测试仪现场没出

现）。

三、没有使用仪器设备检测营业厅引下

线。

四、接闪带支持卡脱落，未提出检测意

见。

五、营业厅天面有线路沿接闪带敷设。

六、原始记录修改没有签名。

七、检测示意图未完全反应现场环境

（红色方框）。

八、检测加油机前没有提前消除人体静

电。

九、没有穿防静电工作服、劳保鞋。

十、使用检测仪器 4105A 其输出电流不

符合 38 号令附件关于接地电阻测试仪

输出电流的要求。

美的君瀚嘉园 资料核查
一、没有引下线数量，但有引下线间距。

二、原始记录留空。

附件



4
广东普天防雷检测有

限责任公司

广东佛山高明彩虹北加油加

气站
项目验证

一、接地电阻测量仪器其输出电流不符

合 38 号令附件关于接地电阻测试仪输

出电流的要求。

二、独立接闪杆与被保护物间距未测

量。

化工厂区丙类仓库；甲类车

间一；甲类车间二；甲类仓

库 2；化工厂区收发室实验室

门卫室；消防泵房；空桶棚；

危废临时保存点；车间配电

房；卸车静电接地

资料核查

一、原始记录没有编号。

二、记录划改没有签名。

三、接地电阻测量仪器其输出电流不符

合 38 号令关于接地电阻测试仪输出电

流的要求。

四、接闪带未测量支持卡高度、间距。

5
本溪普天防雷检测有

限公司

教学楼、综合楼、风雨操场、

门卫、什物房
项目验证

一、没有查找零电位。

二、没有使用仪器设备测长宽高。

三、没有检查教学楼配电系统（位于一

楼）。

四、教学楼四条引下线只测量了一条。

五、示意图未反应天面明敷接闪网格。

六、现场没有测量接闪网格。

七、原始记录留有空白。

八、使用钳表测量接闪带接地电阻（其

输出电流不符合 38 号令关于接地电阻

测试仪输出电流的要求）。

九、教学楼梯间顶有线路缠绕接闪带而

未提出检测安全隐患。

6
辽宁风云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国联氢能 750Kg/d 塱沙路加

氢站、防静电检测

项目验证

一、现场检测过程中，唯一使用仪器为

静电测试仪（FMX-003；RX17600），该

仪器无法对本项目的雷电防护装置如：

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等电位连

接、浪涌保护器等内容进行检测。

矿荣地产茅岗路项目 资料核查 未提交任何资料。

7
江苏华云防雷检测有

限公司

佛山招商雍华府房地产有限

公司天璞府 1号楼，天璞府 2

号楼，天璞府 3号楼

资料核查

一、报告 P6 页与 P7 页标题不一致。

二、没有提供 SPD 设计参数说明。

四、接地电阻测量仪器其输出电流不符

合 38 号令附件关于接地电阻测试仪输

出电流的要求。

五、静电电位测试仪、激光测距仪、经

纬仪 校准证书没有 CNAS 认证。

六、激光测距仪校准量程只有 5M。

8
徐州市防雷设施检测有

限公司

维港水岸花园 4座 5座住宅

及其地下室（建筑面积：

35876.50㎡）新建防雷装置

检测报告

资料核查 --



9
广东省气象防灾技术服

务中心

佛山市三水区兴联污水处理

厂工程（土建部分）(ID 号：

5647）

资料核查

一、 部分防雷装置规格无记录。

二、原始记录编号栏存在留空。

三、原始记录检测员栏仅两人签名。

和的美术馆有限公司佛山分

公司粤雷检[2020]YFED–3–

0020 号

项目验证

一、现场无安全确认，无进行现场勘查。

二、无手套、安全绳、对讲机。

三、放线无确认安全，协调指挥。

10
广东省气象公共安全技

术支持中心

佛山市建伟液化石油气有限

公司三水大塘郭屋供应点防

雷工程

资料核查

一、 未提供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等

质量体系文件。

二、示意图无长宽尺寸。

三、原始记录初步结论栏等存在留空。

11
山西恩博利雷电防护有

限公司

尚水华府 3 栋-5 栋及地下

室二区
项目验证

一、现场无安全确认，无进行现场勘查。

二、安全装备无安全绳、手套、无劳保

鞋。

三、检测前无检查仪器状态。

四、测试电阻地极布置在地下车库上

面、查找零电位错误，移动 C 极。

五、检测项目无测支撑拉力，间距、焊

接长度、网格等。

六、无绝缘鞋，绝缘手套防护等级不够。

七、无系安全带进行爬梯登高作业。

八、原始记录无唯一编号，存在留空。

九、数据修改不符合杠改法要求。

十、天面部分接闪带敷设不符合规范要

求，未提出整改意见。

标准气生产车间、华南区高

纯、超高纯气体分装中心、

特种气体储存区

资料核查

一、无引下线规格数据。

二、天面利用彩钢板接闪无厚度测试数

据。

三、引下线及接闪器测试数据不完整

12
吉林省北亚防雷装置检

测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普瑞凡厨卫科技有限公

司（二期）浴室柜生产项目

车间三、车间四、车间五、

研发车间

资料核查

一、 无接闪器测试数据（金属屋面厚

度）。

二、原始记录无编号。

三、原始记录线阻栏等留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佛山

外国语学校二期教学区28号

楼

项目验证

一、现场无安全确认，无进行现场勘查。

二、安全装备无手套、劳保鞋。

三、检测前无检查仪器状态。

四、接地极布置错误、无查找零电位点。

五、无绝缘手套、绝缘鞋开配电柜门，

未使用电笔测电。

六、金属探照灯未检测。

七、原始记录无编号。



13
盐城市防雷设施检测有

限公司

阿基里斯（佛山）新型人造

革生产项目-5＃危险品仓库
项目验证

一、现场无安全确认，无进行现场勘查。

二、检测前无检查仪器状态。

三、无用皮尺选定地极布设点，EPC 间

距没法确定，无查找零电位。

四、检测项目无测拉力，无测长宽高。

五、灭火器箱、门口金属杆未检测等电

位，无提出整改意见。

六、原始记录无唯一编号，存在留空。

七、数据修改不符合杠改法要求。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广州八塘尾水上加油站

（穗增油 20)

资料核查

一、易燃易爆检测项目记录无 SPD 测试

记录。

二、引下线无材料规格，无作出具体判

断。

三、独立接闪杆高度单位表述错误，无

规格。

14
湖南新中天防雷检测中

心有限公司

阿基里斯（佛山）新型人造

革生产项目(生产厂房、成品

仓库、2次加工厂房、原料仓

库） (阿基里斯（佛山）新

型材料有限公司)

资料核查 一、原始记录无结论。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合塘路

500kg/d 加氢站建设项目站

房、加氢站 （佛山市高明区

国联氢能技术有限公司 ）

项目验证

一、检测时未检查仪器设备。

二、零电位点查找错误，查找电阻值为

5.21 和 6.23 未查找原因直接进行测

试。

三、原始记录无编号、存在留空。

四、原始记录先记录在白纸上，再抄录。

15 辽宁信达检测有限公司
佛山市桂源锌合金材料有限

公司-厂房 1、综合楼
资料核查

一、数据修改无签名。

三、引下线及接闪网无规格。

16
吉林华云气象科技有限

公司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夏洞股

份合作经济社机加工车间

一、机加工车间二、办公楼

项目验证

一、金属屋面厚度、接闪杆、引下线间

距无测量。

二、示意图无接闪杆及 SPD 位置。

三、接地电阻记录前后不一致（示意图

与记录栏）。

四、原始记录存在留空。

五、检测结论不完整。

佛山市万桂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金域悦澜苑 7座、8

座、9座

资料核查

一、15 层以上等电位仅测试一个数据，

15 层以上门窗仅测试一个数据。

二、原始记录存在留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