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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雷电自然现象的发生是无法避免的,但其带来的危害可以通过有效的技术控制进行预防和降
低,减少雷电灾害对于我国城乡经济安全有着十分必要的作用。通过气象防雷技术的研发、创新及应用,
可以有效降低雷电对当代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最大程度保护我国居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从而保障全
社会的利益。基于此,文章就气象防雷技术工作要点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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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ccurrence of the natural phenomenon of thunder and lightning is unavoidable, but the harm it
brings can be prevented and reduced through effective technical control. Reducing thunder and lightning disasters
has a very necessary effect on the economic security of my country's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rough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eteorological lightning protection technology, the harm caused
by lightning to contemporary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 be effectively reduced, and the personal and property
safety of Chinese residents can be protected to the greatest extent, so as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whole society.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main points of meteorological lightning prote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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