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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方法（试行）》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加强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改善电磁环境质量，规范电磁辐射环

境监管工作，生态环境部决定制订《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方法（试行）》

（以下称《方法》）。 

2020 年，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向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和北

京市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下达《方法》课题研究任务。2021 年，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

全监管司向上述单位下达《方法》标准编制任务，成立标准编制组。四川省辐射环

境管理监测中心站的主要成员有徐斌、缪尔康、胡 林、高鹏、粟琨璞、王纲、唐辉、

李元东、蒋斌、邓晓钦、朱杰、赵强；北京市核与辐射安全中心的主要成员有徐辉、

李飞、佟晶。 

1.2 工作过程 

2020 年，成立《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方法研究》课题组，对国内电磁

频率使用、区域电磁环境监测情况及仪器设备适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并开展了系列

试验。 

2020 年，课题组编制完成《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方法研究报告》。 

2021 年 1 月，成立《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方法（试行）》标准编制组。 

2021 年 4 月，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在北京组织开题讨论。 

2021 年 6 月，编制组根据开题讨论会的意见和建议，编制了《区域电磁环境

质量监测与评估方法（试行）（初稿）》。 

2021 年 6 月，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在北京组织专家对初稿进行咨询审

议。 

2022 年 3 月，编制组根据初稿审议会意见和建议，结合试验结果，对标准进行

了修订，形成《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方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2014 年 9 月 23 日，原环境保护部以《关于发布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电磁环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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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限值>的公告》（公告 2014 年 第 63 号）发布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

2014），明确该标准为国家环境质量标准；标准规定了“电磁环境中控制公众曝露

的电场、磁场、电磁场（1Hz~300GHz）的场量限值、评价方法和相关设施（设备）

的豁免范围”；标准适用于“电磁环境中控制公众曝露的评价和管理”；标准中给

出的电磁环境定义为：“存在于给定场所的所有电磁现象的总和。”从标准的定位

看，《电磁环境控制限值》是针对电磁环境公众曝露评价和管理的环境质量标准。

从实际应用层面看，该标准的使用更偏向于特定设施周边的离散点位评价，如输变

电设施、基站、广播台站周边公众长期居住、工作、学习的位置。由于环境中电磁

场大小随着位置的变化起伏不定，很难用这些离散点位测量值来代表一个区域的电

磁环境水平。 

目前，《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

是开展区域电磁环境监测的主要依据。该标准发布于 20 多年前，针对当时城市建成

区面积较小，城市中电磁辐射贡献来源相对较少的实际情况，该标准规定，对一般

环境的电磁辐射现状进行测量时使用网格法，将区域划分为 1km×1km 或 2km×

2km 的小方格，测量方格中心点作为该网格的电磁环境现状值（同时，可根据测点

实际情况，考虑地形影响，避开高层建筑物、树木、高压线以及金属结构等，尽量

选择空旷地方，允许对规定测点进行调整，测点调整最大为方格边长的 1/4）。在当

时的环境条件和仪器设备条件下，通过该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一般环境的

电磁辐射水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面积急剧扩张，城市中电磁辐射设施

布设密度较 20 年前有巨大增长，使得 1 平方公里或 4 平方公里布设一个测量点得

到的数据代表性急剧下降。理论上，网格越小或网格内布点数越多，得到的监测数

据更具代表性，这需要将网格进一步划小或密集布设点位，这也意味着监测工作量

的指数级变化，若仅依靠人工监测，其工作效率已难以适应当前区域电磁环境监测

的需求。 

电磁辐射作为环境要素的组成部分，是公众关注的热点。掌握区域电磁环境质

量，对电磁环境监管及电磁辐射污染防治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为解决现有监测方法

效率低、数据代表性弱的问题，适应新形势下电磁辐射环境监管及污染防治工作需

要，制定适用于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的技术标准，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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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3.1 国际标准情况 

经查阅文献资料，国际电信联盟 2015 年 11 月发布了 ITU-T K.113 Generation of 

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 level maps（第一版），用以评估城市或地区的电

磁环境暴露水平，该标准涉及了基于车载仪器路测法的指南：Drive test measurements；

国际电信联盟2020年12月更新发布了 ITU-T K.91 Guidance for assessment,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of human exposure to radio 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第六版）

附录 IX.6 也给出了车载测量的相关说明：EMF area scanning with vehicle。 

3.2 国内标准情况 

国内现有标准为《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HJ/T10.2-1996），其中提及了一般环境电磁辐射测量方法，方法要求将区域网格

的大小限定为 1km×1km 和 2km×2km，选择网格中心采用人工定点测量的方式开

展监测。同时，根据测点实际情况，考虑地形影响，避开高层建筑物、树木、高压

线以及金属结构等，尽量选择空旷地方。允许对规定测点进行调整，测点调整最大

为方格边长的 1/4。不涉及车载测量。 

4  编制目的、依据、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编制目的 

规范全国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工作，为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时、

准确地掌握所辖区域电磁环境质量提供技术支持。 

4.2 编制依据 

本标准的编制遵照了以下法规，参考了相关标准：  

（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

2020） 

（2） 《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则》 

（3）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4） 《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 

（5）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 

（6）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 10.3-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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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HJ 972-2018） 

（8）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视》（HJ 1112-2020） 

（9） 《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HJ 1136-2020） 

（10） 《5G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HJ1151-2020）      

（11） 《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HJ1199-2021） 

（12） Generation of 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 level maps（ITU K.113） 

（13） ICNIRP Guidelines for limiting exposure to electromagnetic fields(100kHz to 

300GHz)（HEALTH PHYS 118(5): 483–524; 202） 

（14） IEEE Standard for Safety Levels with Respect to Human Exposure to Electric，

Magnetic, an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0 Hz to 300 GHz （IEEE Std C95.1™-2019） 

（15） ITU-T Guidance for assessment,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of human exposure to 

radio 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ITU-T K.91 12/2020） 

4.3 编制基本原则 

基于已有科研成果和实际调研情况，做到方法科学性、可操作性，与相关标准、

行业导则协调一致。 

（1） 标准编写格式按照 GB/T 1.1-2020、HJ 565-2010 的规定； 

（2） 注重与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3） 编写过程中参考国内电磁辐射方面最新研究成果，并密切结合我国国情，做

到技术先进合理、使用方便、切实可行。 

4.4 技术路线  

组织对国内电磁辐射频率使用、区域电磁环境监测情况及仪器设备适用情况进

行了调研，并开展了系列试验。确定区域划定原则、区域电磁环境质量车载巡测方

法，区域电磁环境质量评估方法、质量保证要求。规范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

估，确保监测与评估工作有章可循、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有据可依。 

5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5.1 关于“前言” 

本章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20） 

和《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则》要求，给出了本标准的编制目的、内容、

提出单位、起草单位、批准单位、实施时间、解释单位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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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填补了国家生态环境标准中没有专门针对车载式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

和评估相关标准的空白。 

5.2 关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 0.1MHz~6GHz 频段车载式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方法的

技术要求及内容。包括了评估区域划定、监测内容及方法、评估方法、质量保证、

资料性附录及规范性附录。 

结合电磁辐射设施（设备）频率使用、监测设备性能等调研结果，本标准适用

频率范围确定为 0.1MHz-6GHz。 

通过对多个城市建成区开展相关测试研究，论证了以车载监测系统巡测的方式

尽可能多的获取评估区域内电磁环境数据，并利用大数据分析对区域电磁环境水平

做出评估的可行性。课题组依据实践结论制订了本标准的条款，因此本标准适用于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车载巡测是为了快速掌握评估区域内 0.1MHz~6GHz

频段各种电磁现象的总体水平，在巡测路径上不针对任何电磁设施也不回避任何电

磁设施，巡测路过的电磁辐射设施区域只是整个区域的一小分部，是区域电磁环境

现状的局部反映，而非特定设施的监测结果。对特定电磁辐射设施（设备）（如基

站、中短波台、电视发射台等）开展监测与评价时，应根据相关监测方法和评价导

则进行，因此本标准不适用于电磁辐射设施（设备）的监测与评价。 

5.3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列出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该文件经过标准条文的引用后，成为标准

应用时必不可缺的文件。 

5.4 关于“术语和定义” 

本章给出了相关术语及定义。术语及定义在参考相关标准的基础上直接引用或

结合本标准特点稍作修改。 

电磁环境，引自《电磁环境控制限制》（GB8702-2014）。 

电场强度，电场的表征量。引自《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 

电场强度占标率，电场强度与 GB8702 限值的比率，按 GB8702“4.2 评价方法”

的关系式（3）∑
𝐸𝑗

2

𝐸𝐿,𝑗
2

300𝐺𝐻𝑧
𝑗=100𝑘𝐻𝑧 计算，通过内置算法，市场上现有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

器均具有该读数选项。各个厂家给出的名称各不相同，有的称为占标比，也有的称

为计权值等。为便于统一，将该值称为电场强度占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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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环境质量指数，用于表征评估区域的电磁环境质量。电磁环境质量指数分

为区块指数和区域指数，区块指数由一平方公里网格内有效测点电场强度占标率的

算术平均值得到，用 EQI 区块表示；区域指数区域指数由评估区域内区块指数的算术

平均值得到，用 EQI 表示。有效测点是指经纬度不重复的点位。 

5.5 关于“评估区域” 

从行政管理角度考虑，本方法建议按照行政区划划分评估区域。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质量、

环境监测等信息。根据《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39 号）“第

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下列环境监测活动的管理 （一）环境质

量监测”，“第五条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具体承担下列主要

环境监测技术支持工作（一）开展环境质量监测……”，从工作职责看，环境质量

监测从县级开始，监测数据以县级为单位进行统计与 39 号令要求相符合。为便于各

级生态环境部门对本级行政区域内电磁辐射环境的监管，并考虑到电磁辐射的应用

主要集中在城市建成区，本标准规定评估区域由一个或数个县级行政区域的城市建

成区组成。 

如有需要时，也可以对一些感兴趣的公共区域进行评估。如大型小区、院校、

公园内的公共区域等。 

5.6 关于“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 

5.6.1 环境条件 

对环境条件提出明确的要求。巡测使用的监测系统主要由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

器、卫星定位设备和数据采集设备构成，这些设备在设计时已充分考虑户外使用的环境

防护要求，在三防等级、抗震、温湿度适应区间上，已能够满足常规环境的使用。因此，

本标准规定监测时的环境条件应符合监测系统的使用要求，避免极端环境影响测量。 

5.6.2 监测频段 

《电磁环境控制限制》（GB8702-2014）公众曝露限值表将 1Hz 到 300GHz 频

率进行了划分并给定了各频段的限值，频谱非常广。以其限值表频段划分为基础，

课题组对各个频段的常见设施设备进行了资料调研，汇总于表 5.6.2-1。 

100kHz 以下频段划分较多，但涉及应用的频率较少，将其合并称为 100kHz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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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频段。这一频段中，公众最为常见的设备设施为家用电器和输变电设备，其产生

的 50Hz 电场和磁场，由于波长很长无法脱离设施存在，影响范围小（50Hz 频率对

应的波长等于 6000km，根据天线理论，当发射天线至少达到 1/4 波长时，天线上的

电磁场才可以脱离天线向空间辐射，50Hz 频率理论上的发射天线长度在 1500km 以

上，按目前输变电设施的建设情况看，不具备电磁波有效发射能力，仅在设施周边

一定范围内以感应场的方式存在）。从电磁环境管理上看，交流输变电设施的监测

与评价应按相关导则执行。 

表 5.6.2-1 频率调研表 

GB8702 定义的频段 涉及的主要设备 

1Hz~8Hz 

8Hz~25Hz 

0.025kHz~1.2kHz 

1.2kHz~2.9kHz 

2.9kHz~57kHz 

57kHz~100kHz 

家用电器、高压输变电设备、水上移动通信、中频感应加热

设备、越洋通信 

100kHz~3MHz 中波广播、航空航海导航、海事电台 

3MHz~30MHz 业余无线电业务、短波发射设备 

30MHz~3000MHz 

微功率设备，无绳电话座机及其手机、模拟电视、风廓线雷

达、业余无线电业务、航空信标点、校园广播、航向信标、航

空地空通信、对讲、专用移动无线视频传输、卫星固定和移动

通信、集群通信、无线报警、专用对讲、铁路公安通信、2-

5G 基站、数传、无人驾驶航空器、车号自动识别、RFID、航

空测距、卫星电话、雷达、微波接力、无线局域网 

3000MHz~15000MHz 
气象雷达，卫星下行，5G 基站，微波接力、工科医、车联

网、无线局域网 

15GHz-300GHz 气象卫星，5G 试验，微波接力、车辆测距雷达、微功率设备 

100kHz-3MHz 和 3MHz-30MHz 频率范围中，公众接触较多的是中短波，其对

应的发射台以中波发射台（526.5kHz～1606.5kHz）较为常见于公众生活区域，短波

发射台（2.3 MHz～26.1 MHz）则大多以非民用的方式出现，中短波信号均可脱离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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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源（天线）以空间电磁波的形式存在，其传播范围从数十公里到数千公里不等。

中短波信号广泛存在于公共活动环境中，从宏观角度看，公共活动区域大多位于其

远场区，其电磁环境贡献较小。 

30MHz-3000MHz 频段内集中了大量的电磁辐射源，如模拟电视（部分频段清

频后用于 700MHz 移动通信）、对讲、集群通信、移动通信基站（2-5G）、无线局

域网等公众常见设备。该频段由于电磁波波长适中，在城市中传播损耗相对较小，

因此被大量使用，各类设施广泛分布于公共活动区域；3000MHz-15000MHz 段，公

众常见的设备为 5G 基站和无线局域网的 5G 段，常见设备的频率最高不超过

6000MHz，超过 6000MHz 的频段的电磁辐射源，如气象雷达等设施产生的电磁波

因主射方向指向天空云层等特点，很难对公众活动区域产生影响。因此，3000MHz-

15000MHz 频率范围中对公众区域的贡献主要在 3000MHz-6000MHz 频段内；15GHz

以上频段公众最容易接触的是车辆雷达，此类雷达频率高达 76GHz 以上，增益高达

40dBi 以上，其波束非常窄，可认为是点对点的传播，用于探测车辆与车辆、车辆与

障碍物之间的距离，对其他公众区域的影响较小。   

通过分析，在空间中自由传播的电磁波是区域电磁环境的主要构成，其频率主

要分布在 100kHz-6GHz 频段，与公众生活最密切的应用则集中在 30MHz-6GHz 频

段。目前市场上 100kHz 频率以上选频设备的探头（天线）频率范围主要以 30MHz

为分段，30MHz 以上的天线频率最高到 6GHz，30MHz 以下的天线频率则可覆盖至

100kHz。因此，监测频段确定为 100kHz-6GHz 既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仪器

频率覆盖上也是可行的。根据前述分析，标准要求开展区域电磁环境监测时原则上

应覆盖 100kHz~6GHz 频段。 

5.6.3 监测因子 

本标准限定的频段为 0.1MHz-6GHz，属于射频范围，射频电磁场脱离电磁辐射

源在自由空间中传播，需通过监测掌握其大小，因此监测因子为射频电磁场。宏观

上看，空间中自由传播的电磁波已远离了辐射源，属于电磁辐射的远区场。根据电

磁波理论，远场区中的电磁波趋近于平面波，电场与磁场相互垂直，且比值恒定，

即 E/H=120π≈377，同时，波功率密度矢量（坡印廷矢量）S=E*H，可以看出，在

电磁辐射的远区场，只需要测量其中一个指标即可得到另外两个指标。因此，本标

准规定区域电磁环境的监测因子为射频电磁场，监测参数为电场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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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监测时间 

    根据课题组的测试，完成一个评估区域的巡测工作需花费数个或十余个工作日

不等。从电磁辐射自动监测站长期监测数据曲线（见图 5.6.4-1、图 5.6.4-2）可以看

出，同一位置 100kHz-6GHz 每天的电磁环境水平总体呈现出凌晨 1:00-4:00 低，4:00-

5:00 逐渐提升，其余时段高的趋势，电场强度数值起伏约 20%，只要在每个工作日

选取合适的时间段，电磁环境水平具有相对稳定性，将巡测工作分多个工作日完成

的方式可行。根据《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

1996），一般环境电磁辐射的基本测量时间为 5:00-9:00，11:00-14:00，18:00-23:00

城市环境电磁辐射的高峰期。自动监测站数据表明，除上述三个时段属于城市环境

电磁辐射高峰期外，9:00-11:00，14:00-18:00 同样是城市电磁辐射的高峰期。因此，

以《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的时间要

求为基础，结合实际工作开展的可行性，增补 9:00-11:00，14:00-18:00 作为基本监

测时段，最终得到本标准要求的监测时间为 5:00~23:00。同时，监测机构出于研究

等目的，可对其他时段开展测试，因此标准提出也可以根据需求在其他时段进行测

量。 

 

图 5.6.4-1   2013 年自动站测得的环境电磁场随时间变化的数据 

 

图 5.6.4-2   2020 年自动站测得的环境电磁场随时间变化的数据 

以移动通信基站为例，工信部官微发布的《2021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累计建成并开通 5G 基站 142.5 万个，全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

达 996 万个，全年净增 65 万个。根据《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 39 号）第三条要求，“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应当按照数据准确、代表性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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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学、传输及时的要求，建设先进的环境监测体系，为全面反映环境质量状况和

变化趋势，及时跟踪污染源变化情况，准确预警各类环境突发事件等环境管理工作

提供决策依据”。电磁辐射设施（设备）的广泛应用使得公众环境中的电磁环境水

平发生变化，各地通过开展监测并及时掌握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的变化趋势是必要的。

同时，车载巡测方式获取的数据量大，可以有效提升环境质量年报数据的代表性。 

5.6.5 监测设备 

经调研，用于车载巡测的监测设备主要由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卫星定位

设备和数据采集设备构成。一套完整的车载监测设备可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记录

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和分析。 

5.6.5.1 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器 

1）监测仪器明确应采用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分为非选频监测仪器（综合场监测仪器）和选频式（频谱）

监测仪器两种。使用非选频仪器测量时，不区分被测点位电磁波的频率，只关心电

磁波的大小，只要被测点位的电磁波频率在接收探头（天线）频率响应范围内，即

可测得电磁场时域幅度大小；选频仪器则可以将时域状态下的电磁波解析为频域上

的多个电磁波分量，将频率和幅值同时测出。 

 

图 5.6.5-1 选频与非选频仪器测量结果比较图 

区域电磁环境是由不同电磁辐射源发出的电磁波构成，在对其进行评估时，应

遵循 GB 8702 要求，综合考虑多个频率电磁场所致曝露。要实现这一目的，只能使

用选频式测量仪器开展监测。 

本标准相关研究的开展基于现有选频仪器。现有的选频仪器基本电性能符合

《5G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HJ1151-2020）、《中波广播发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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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HJ 1136-2020）、《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

法》（HJ1199-2021）三个标准的给出要求。 

《5G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HJ1151-2020）给出的选频仪器

要求如下表 5.6.5-1： 

表 5.6.5-1  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电性能基本要求-1 

项目 指标 

频率响应 
900MHz~3GHz，≤±1.5dB 

＜900MHz，或＞3GHz，≤±3dB 

动态范围 ＞60dB 

探头检出限 
探头检出下限≤7×10-6W/m2（0.05V/m） 

且上检出限≥25 W/m2（100V/m） 

线性度 优于≤±1.5dB 

频率误差 ＜被测量频率的 10-3 数量级 

各向同性 

＜900MHz，各向同性＜2dB 

900MHz~3GHz，各向同性＜3dB 

＞3GHz，各向同性＜5dB 

《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HJ 1136-2020）、《短波广播发射

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HJ1199-2021）给出的选频仪器要求如下表 5.6.5-2，因

本标准测量参数为电场强度，只摘录电场指标。 

表 5.6.5-2 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电性能基本要求-2 

项目 电场指标 

频率响应 ≤±1.5dB  

线性度 ≤±1dB 

动态范围 ≥80dB 

探头检出限 
探头的下检出限≤0.05V/m 

且上检出限≥500V/m 

频率误差 ＜被测频率的 10-3 数量级 

各向同性 在其测量范围内，探头的各向同性≤1dB 

注：该类探头（天线）的频率上限为 30MHz 

对比表 5.6.5-1 和 5.6.5-2，表 5.6.5-2 所列参数在频率响应、线性度、动态范围

以及各项同性的要求更高。分析其原因是该类仪器探头频带范围较窄（均不超过

30MHz），频率响应等参数更容易被调校得到更好的一致性。而表 5.6.5-1 参数对应

的探头频带范围通常起于 30MHz 止于 6GHz，频带宽度超过 5GHz，从工程应用上

很难将一副天线在较宽频带上的各项参数调校得一致，因此对仪器的各个频段做出

了分段要求，这一要求是现有的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参数的最低要求。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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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行性的角度，本标准将表 5.6.5-1 中所列参数规定为车载巡测选频式电磁辐射

监测仪器的电性能基本要求。 

2）明确监测“应选用具有各向同性响应探头（天线）的监测仪器，工作频段能

够覆盖监测所需的频段”。电场强度作为矢量，可被分解为 X、Y、Z 三个正交的空

间分量。使用单偶极子极探头（天线）只能接收电场的一个空间分量，测量过程中

需要人工手动调整其方向，以测得其他两个空间场分量，同时还需要考虑场的极化

方向，无法满足车载自动测量的需求。当使用三轴正交偶极子探头时，它可以分别

接收 X、Y、Z 三个方向场分量，无需人工调整探头方向即可完成空间场的测量且无

需考虑场的极化方向，这还需要三轴探头符合表 5.6.5-1 的中各向同性要求，市场上

的现有仪器均使用各向同性探头（天线），可满足车载巡测的需求。另外，单一探

头工作频段可能无法实现对监测所需频段的全覆盖时，则需要由多个频段的探头对

监测频段进行覆盖。 

3）明确监测仪器的检波方式为方均根检波。方均根值检波是指选频式电磁辐射

监测仪进行监测时，得到每个频点场量参数的方式。选频仪器一般都有峰值、方均

根值两种方式，对应仪器上的峰值检波方式和方均根（RMS）检波方式的选择。根

据频谱仪原理，我们人眼看到的一个频点数据，对于仪器来说，实际上包含了多个

采样值，一些厂家将其称为“频率桶”，一些厂家称其为“像素点”。这些数据通

过取峰值或方均根值得到频点的测量结果，这一过程被称为检波。峰值检波会在“频

率桶”中取出一个最大值作为测量结果，通过峰值检波可测试出干扰信号振幅的最

大值，在电磁兼容测量中使用较多；方均根检波会将“频率桶”中所有采样值计算

方均根得到测量结果，方均根值理论上可以测得任意电磁波信号的有效值，该值与

电磁波的功率正相关。电磁波功率作用于人体会产生热效应，相关曝露限值的提出

正是基于电磁波功率产生的热效应。电磁环境测量时要得到电磁波功率相关的场量

参数，应使用方均根值检波。包括《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ICNIRP 

Guidelines for limiting exposure to electromagnetic fields(100kHz to 300GHz)（HEALTH 

PHYS 118(5): 483–524; 202）、IEEE Standard for Safety Levels with Respect to Human 

Exposure to Electric,Magnetic, an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0 Hz to 300 GHz （IEEE Std 

C95.1™-2019）、ITU-T Guidance for assessment,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of human 

exposure to radio 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ITU-T K.91 12/2020）等国内、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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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中限值的场量参数均以方均根值表征。因此，本标准规定仪器检波方式为方均

根检波。 

4）监测仪器的工作性能主要是指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设备的频谱扫描速度。不

同厂家的设备因硬件性能不同，在频谱扫描速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差异将决

定车辆行进的最高车速。频谱扫描速度越快，可以实现更快的车辆行进速度，频谱

扫描速度越慢，测量的行进速度越慢。以 30MHz-6GHz 全频段扫描为例，按 5m 间

距设置测量点位时： 

全频带扫描耗时=300 毫秒，行进速度=60km/h； 

全频带扫描耗时=500 毫秒，行进速度=36km/h； 

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性能的仪器。 

5.6.5.2 卫星定位设备 

通过卫星定位设备获取点位经纬度时，主要需要考虑卫星定位设备的数据刷新

率，即每秒定位次数，定位次数应与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的频谱扫描速度相匹

配，以保证每个测量点的位置信息与读数值一一对应。电子地图使用公开出版的导

航电子地图即可满足定位需求。从现有的监测系统配置的卫星定位设备看，有使用

外置独立装置的，也有使用监测仪器内置集成的，都可以满足测量需求。 

5.6.5.3 数据采集设备 

车载巡测时数据实时产生，数据产生速度快且数据量大，依靠人工记录几乎不

可能。因此需要有专门的数据采集设备来自动连续记录和存储每个测量点位的监测

结果。数据采集设备可以由笔记本电脑、工控机、平板电脑等多种载体实现。 

5.6.6 监测高度 

在开展巡测工作时，应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车辆作

为监测系统的搭载平台。由于需要将监测仪器的探头（天线）和卫星定位设备放置

在车顶（通常以磁吸方式安装），车顶应相对平坦且有足够的安装空间。为验证监

测仪器探头安装在车顶后，不同对地高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课题组开展了相关试

验。从车辆配置情况看，轿车、越野车和商务车是三大主力车型。轿车高度大多在

1.4m-1.6m 之间，越野车高度大多在 1.6m-1.9m 之间，商务车高度大多在 1.6m-1.8m

之间。不同厂家的探头竖直架设时，探头至车顶的高度约为 0.6m 左右。从监测效率

角度考虑，优先选用了车高较高的越野车和车高较低轿车分别架设仪器，测量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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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保持竖直放置。越野车架设探头对地高度约为 2.5m，轿车架设探头对地高度约

为 2.0m，对相同道路进行测试，仪器架设情况和行驶路径情况见图 5.6.6-1 至图 5.6.6-

4。越野车、轿车统计结果一致性较高，见图 5.6.6-5 和图 5.6.6-6。 

     

图 5.6.6-1 轿车架设情况                   图 5.6.6-2 越野车架设情况 

          

图 5.6.6-3 轿车行驶路径             图 5.6.6-4 越野车行驶路径 

    

图 5.6.6-5 轿车测量数据统计分析图     5.6.6-6 越野车测量数据统计分析图 

以下图 5.6.6-7 至图 5.6.6-9 是其他一些车型架设探头的示例，在相同区域进行

测试时，测值的一致性较好。从测试情况看，探头竖直架设时的对地高度多在 2m-

2.5m 之间，由于城市的限高问题，在部分地区开展巡测时探头可有一定的倾斜量，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对测量高度

的规定为 1.7m~2m，因此从车载巡测的普遍适应性及与现行标准的融合角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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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探头的架设后对地高度为 1.7m 到 2.5m。常用车型都能满足探头架设的

高度要求。 

     

图 5.6.6-7 MPV 车型架设          图 5.6.6-8 轿车架设 

       

图 5.6.6-9 商务车架设     图 5.6.6-10 非机动车架设 

同时，考虑到监测机构会出于研究等目的，使用其他搭载平台开展巡测，如非

机动车搭载，见图 5.6.6-10，仪器的架设高度应以实际的高度进行记录和说明。因

此，本标准规定，“也可根据需求，在其他高度进行监测”。     

5.6.7 监测布点 

区域电磁辐射环境质量监测是为了反映整个区域的电磁辐射环境质量现状，理

论上越是均匀、密集地布设点位，越能更好地呈现整个区域内的电磁环境质量，但

现实中由于地形、遮挡物等限制，不可能实现理论上的布点方式。HJ/T10.2-1996 给

出的网格法实际上是对区域均匀布点的一种方式，但是受制于人工监测的效率，网

格之间测点与测点的间距较长，点位数量较少，导致测量数据的代表性大打折扣。

按 HJ/T10.2-1996 网格监测时，测点到测点的过程，大多是通过车辆实现的，若通过

自动测量手段，将行车区域的数据记录下来，则可有效弥补测点数量少的缺陷，网

格数据的代表性得以提升。目前射频段巡测技术已较为成熟，ITU-K.113(2015)标准

中对车载测试的描述：RF-EMF maps can be generated according to the drive test method, 

which is widely known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 sector, as it is regularly employed to 

assess coverage and other related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parameters.从课题组验证

的情况看，通过车载巡测的方式获取电磁环境水平是可行的。我们评价电磁辐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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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电磁环境分布规律时，通常会按 1m、5m 或者其他间距布设监测断面，以密集

的监测点位数据来掌握其周边的电磁场分布规律，并以此为依据来判断电磁辐射设

施周边区域大致的电磁环境质量。若将评估区域视为宏观电磁辐射源，也可借鉴断

面密集布点的思路，将车行路线视作断面，按断面布点的方式测得数据。见图 5.6.7-

1 和图 5.6.7-2 所示成都市 1km 网格布点与车载巡测布点示意图，人工网格测点数量

不到 300 个，车载巡测相同区域时，仅覆盖主要道路情况下，测点数量已接近 30 万

个。可以看出，以车载巡测的方式可以有效解决评估区域内测点数据少，代表性弱

的问题。经测试，点位间距在 1m-5m 时，得到的测量数据统计结果一致性较好，超

过 5m 后的统计结果逐渐偏离，见下图 5.6.7-3、图 5.6.7-4。对比 ITU-T K.113（11/2015），

其规定城市区域的监测点位间隔应不大于 5 米，非城市区域的不大于 10 米。经综合

考虑现有仪器性能，遵循合理保守的原则，本标准规定巡测时测量点位间距不大于

5m。 

                 

图 5.6.7-1 成都市区人工网格点位       图 5.6.7-2 成都市区车载巡测点位

 
图 5.6.7-3 成都市区不同点位间距下的统计结果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m间距

2m间距

3m间距

4m间距

5m间距

6m间距

>12V/m 0-1V/m 6-12V/m 3-6V/m 2-3V/m 1-2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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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7-4 宜宾市区不同点位间距下的统计结果 

参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委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

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编制的《2021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路网密度与

运行状态监测报告》，2021 年度全国 36 个主要城市平均道路网密度为 6.2km/km2。

见下图 5.6.7-5 和图 5.6.7-6。 

 

图 5.6.7-5  2021 年中国主要城市道路网密度汇总 

若将评估区域划分为 1 km×1 km 的正方形网格，每平方公里车行的里程数平

均值应为 6.2km，当车辆以 60km/h 时速行进时，连续 6 分钟的行进里程数为 6km。

可以看出，将车速限制在 60km/h 以内，理论上可以保证 1km2 网格中最少有连续 6

分钟的测量时间，从城区车载巡测实际平均时速来看，大多低于 30km/h，即便路网

密度最低的乌鲁木齐，从理论上也能保证每平方公里车行时间超过 6 分钟。从监测

仪器角度看，以 30MHz~6GHz 频段为例，现有选频式监测仪器完成一次频谱扫描时

间最快为 300 毫秒，稍慢的为 500 毫秒，若按每 5m 获取一个频谱数据，可以实现

最高 60km/h，最低 36km/h 的测量行进速度，将行进速度限定在 60km/h 以内对于仪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m间距

2m间距

3m间距

4m间距

5m间距

6m间距

>12V/m 0-1V/m 6-12V/m 3-6V/m 2-3V/m 1-2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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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不会产生限制。同时，对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2016 版各

级道路的设计时速，见表 5.6.7-1，除快速路外，60km/h 也是其余各级道路的最高时

速，根据实测经验，在城市建成区巡测时更多的道路以支路、次干路为主，将行进

速度限定在 60km/h 以内，在满足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有效保证巡测效率。 

表 5.6.7-1 各级道路的设计时速 

 

备注：引用自《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2016 版 表 3.2.1 

 

图 5.6.7-6 主要城市行政区道路网密度汇总图 

由于城市建成区是公众活动的主要区域，各类电磁辐射应用密集，电磁环境构

成来源多，对建成区开展巡测可更有效地反映电磁环境质量。因此本标准规定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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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载监测系统沿评估区域内城市建成区的公共开放道路巡测。 

在评估区域中，通常会存在较宽的多车道道路、以及高架桥道路。下图 5.6.7-7

是对某高架桥上层和下层内外侧车道道路的测量结果比较，图 5.6.7-8 是对某双向六

车道测量结果。从统计数据来看，同层面的道路，内侧和外侧车道的数据统计结果

存在一定差异，分析原因是由于车道间距大于 5m 造成，但总体趋势一致，从实际

可操作性看，巡测时车辆始终保持在一条车道的可能性较低，在遵守交通规则和确

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对多车道测量时可优先选择靠人行道侧即靠右侧道路行驶；

另一方面，从图 5.6.7-7 中可以看出高架桥上层和下层的统计数据差异性较大，分析

其原因，由于上层道路的高度与道路两侧楼房高度相近，楼房上安装的移动通信基

站较为密集，同时高架桥的交通指示牌上也安装了较多基站，基站与高架桥上层高

差较小，其电磁辐射贡献值较大。而下层道路几乎处于各基站的正下方，与基站的

高差在 30m 以上，基站对高架桥下层的贡献值较小，测量结果反映了这一情况。因

此，对于位于同一位置的立体交通道路，应对各层道路均进行测试。 

 
图 5.6.7-7 不同车道、立体交通测量结果统计图 

 
图 5.6.7-8 不同车道测量结果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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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监测读数 

明确监测读数读取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的实时值，包含了电场强度值及其

对应的电场强度占标率。电场强度值是将一次实时扫频中各频点测值积分得到的总

场强值。电场强度占标率是一次实时扫频中各频点测值按 GB8702“4.2 评价方法”

的关系式（3）∑
𝐸𝑗

2

𝐸𝐿,𝑗
2

300𝐺𝐻𝑧
𝑗=100𝑘𝐻𝑧 计算所得，两个读数均可由监测设备直接得到。 

车载巡测的目的是提升数据获取效率，每个点位的数据都需在动态中获取。若

每个点位均以停车固定点读数的方式来获取测量值，监测效率与人工监测无异，无

法实现大面积区域的高效测量。课题组查阅了固定点自动监测站长期监测数据，数

据表明电磁环境水平随时间的变化具有相对稳定性，昼夜电场强度数值起伏在 20%

左右，在本标准提出的 5:00-23:00 监测时段内的数据起伏小于 10%。自动站监测数

据表明，在相邻时间段内的实时测量数据与固定点长时间测量值偏差较小，以实时

数据来表征点位是可行的。 

 

图 5.6.8-1 自动站连续多日监测数据 

课题组还采用人工现场固定点监测方式对车载巡测实时结果开展了进一步验证，

结果一致性较高：如下图 5.6.8-2 为课题组以巡测方式获取的一个点位的实时数据,

电场强度值为 2.931V/m；图 5.6.8-3 为人工定点测量结果，电场强度值为 2.998V/m，

尽管两次测量间隔约 2 个月，但两次测量结果一致性较好，一方面印证了自动监测

站的分析结果，即电磁环境环境的稳定性，同时也说明通过实时值来表征固定点长

时间测量值的可行性。 

通过自动站数据分析、人工定点测量数据与实时路测数据比对表明，监测读数

读取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的实时值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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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8-2 巡测点位测值 

     

图 5.6.8-3 对同一点位人工手持仪器定点测量结果 

 5.6.9 记录 

明确监测时应记录的信息及结果。 

监测时需要记录的监测条件信息主要有环境温度、相对湿度和天气状况，监测

日期、监测起止时间、监测人员、监测仪器型号和编号及探头（天线）型号和编号、

车型及天线架设高度。 

监测时需要记录的监测结果包括：点位的电场强度、电场强度占标率、经纬度

数据、测量时间、频谱数据、频谱图。 

5.7 关于“区域电磁环境质量评估” 

5.7.1 数据处理 

车辆巡测过程中，绝大多数时间处于行进状态，理想条件下测量点位应沿道路

连续分布，各个测点经纬度唯一。但因遇红灯及其他道路突发状况出现停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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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车辆行驶路径重叠时，测量点位会出现重复，出现同一经纬度有多个读数的情况。

为避免经纬度重复数据影响统计结果，需要对经纬度重复的点位进行数据处理，原

则是取平均值作为该点位测值。因此，标准要求对于经纬度相同的多个测量点位，

计为一个有效测点，其监测读数取平均值后参与评估计算；其余经纬度不同的测量

点位，每个都计为有效测点，其监测读数直接参与评估计算。 

5.7.2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评估 

（1）明确区域电磁环境质量评估分为区块评估和总体评估两部分。区块评估是将

已获取巡测数据的评估区域划分为 1km×1km 的多个网格区块，对每个区块进行电

磁环境质量评估，总体评估则是对整个区域的电磁环境质量的评估。如 5.6.7 节所

述，全国主要城市建成区每平方公里的道路里程数平均值为 6.2km，当巡测车速不

超过 60km/h 的条件时，每 6 分钟的行驶里程数最多为 6km，理论上可以保证全国

主要城市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巡测时间超过 6 分钟以上；如 5.6.4 所述，测量点位的电

磁环境水平在时间上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各测量点位的测量时序理论上可被排列到

连续 6 分钟的时间轴上，得到连续 6 分钟读数。从空间上看，监测点位呈现出微观

离散、宏观聚合的态势，即点与点之间虽存在间距（本标准规定小于 5m），但对于

宏观的评估区域来说，这些点位的间距可以忽略，据此可将评估区域的监测等效为

对一个宏观点位进行 6 分钟以上的连续测量。另一方面，根据相关研究数据，当出

行距离在 600m-900m 时（程灿等，2014 城市居民步行出行距离分布规律研究），公

众选择以步行方式出行；有 95%的步行出行距离集中在 950m 之内，也就是极限步

行距离为 950m（王宁等，2015 社区居民适宜步行距离阈值研究）。实际生活中，

1km 以内的区域大多是公众长期生活、工作、学习的活动范围。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课题组认为将 1km 边长的正方形网格用作区块评估范围既可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最低 6 分钟连续监测的时间要求，又高度贴合公众长期活动

范围，同时可与《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

1996）规定的一公里边长网格布点相融合，也保障了测量效率。整个评估区域以及

构成评估区域的各个区块均能达到最低 6 分钟的测量时间要求。 

（2）明确以求算术平均值的方式得到区块指数，区块指数再算数平均得到区域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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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指数计算： 

𝐸𝑄𝐼区块 =  
∑ (𝐸%)𝑖

𝑛
𝑖=1

𝑛
 …………（1） 

式中： (𝐸%)𝑖——有效测点 i 的电场强度占标率； 

 𝑛——网格区块内的有效测点数量。 

区域指数计算 

𝐸𝑄𝐼 =
∑ 𝐸𝑄𝐼区块𝑖

𝑁
𝑖=1

𝑁
 …………（2） 

式中：  𝐸𝑄𝐼区块𝑖
 ——网格区块 i 的电场强度占标率； 

 𝑁——评估区域内的网格区块数量。 

从国内外标准要求看，《5G 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HJ1151-

2020）、《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HJ 1136-2020）、《短波广播

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HJ1199-2021）均要求读取仪器的 6 分钟平均值。

从仪器功能上看，仪器给出的 6 分钟平均值实际上是仪器将 6 分钟内的实时值按内

置算法计算得到的 6 分钟平均值，这个最终结果作为《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

2014 ）的对标值。 ICNIRP Guidelines for limiting exposure to electromagnetic 

fields(100kHz to 300GHz)（HEALTH PHYS 118(5): 483–524; 2020）在导出限值表明

确全身曝露对标值为平均值，见图 5.7.2-1。 

 
图 5.7.2-1 ICNIRP 限值表 

IEEE Standard for Safety Levels with Respect to Human Exposure to Electric, 

Magnetic, an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0 Hz to 300 GHz （IEEE Std C95.1™-2019）导

出限值表中明确公共区域公众全身曝露对标值为平均值，见图 5.7.2-2。ITU-T 

Guidance for assessment,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of human exposure to radio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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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magnetic fields（ITU-T K.91 12/2020）则是直接引用了 ICNIRP 和 IEEE 两个

标准的限值。因此，将评估区域监测时段内的所有实时数据计算平均值进行评价与

国内、国际标准要求相符。 

 

图 5.7.2-2 IEEE 限值表 

     （3）明确了计算结果的使用方式，即电磁环境质量指数按对应指数区间评估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 

为了直观地表示区域电磁环境质量，本标准设定了区域电磁环境指数区间用于

判断区域电磁环境质量。本方法将区域电磁环境视为“宏观电磁辐射源”，参考了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10.3-1996）“大

型项目取限值的 1/√2，其他项目取场强限值的 1/√5”判断方式，将测得的场强值 E

大于 0 且小于限值 1/√5的测值区间作为一级测量值区间，将测得的场强值大于等于

限值 1/√5且小于等于限值 1/√2的测值区间作为二级测量值区间，将测得的场强值

大于限值 1/√2且小于限值的测值区间作为三级测量值区间，将测得的场强值大于等

于限值的测值区间作为超标区间。由 GB8702“4.2 评价方法”的关系式（3）

∑
𝐸𝑗

2

𝐸𝐿,𝑗
2

300𝐺𝐻𝑧
𝑗=100𝑘𝐻𝑧 可知，电磁环境质量指数在计算时，场强 E 与限值均被平方，对应的

1/√2和 1/√5同时被平方，因此可以得到以 1/5（20%）、1/2（50%）为限的基础分界

值，并得到表 5.7.2-1 所示的区域电磁环境质量指数。计算所得的 EQI 对应表中指数

区间即可给出评估结果。 



 

25 

表 5.7.2-1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指数  

电磁环境质量指数区间（%） 0＜EQI＜20 20≤EQI≤50 50＜EQI≤100 100＜EQI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指数级别 一级 二级 三级 超标 

5.8 关于“质量保证” 

原则性规定开展监测的人员要求、仪器设备使用要求、注意事项、报告上报及

存储要求。 

5.9 关于“附录” 

为方便评估单位掌握区域电磁环境评估报告需要明确的内容，我们编制了资料

性附录 A 和附录 B，规范性附录 C。附录 A 给出了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记录

单的参考格式、附录 B 给出了区域电磁辐射环境质量评估报告单的参考格式，附录

C 给出了电磁环境质量指数地图标注颜色要求。见表 5.9-1、表 5.9-2、表 5.9-3。  

表 5.9-1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记录单 

（资料性附录） 

测量任务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测量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温度：___ ~____℃   湿度：___ ~____%    天气:_________ 

仪器型号及编号:_______   天线型号及编号：________   车型：_____ 探头架设高度:______m 

点位 

编号 
经度 纬度 

电场强度 

(V/m) 

电场强度 

占标率(%) 
测量时间 

1     __时__分__秒 

…… …… …… …… …… …… 

说明：监测数据记录单、各点位对应的频谱图和频谱数据由数据采集设备自动记录并可以作为

数据文件导出。 

表 5.9-2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评估报告单 

（资料性附录）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评估报告单 

评估区域 ______省______市（地）______县（区）城市建成区。 

监测单位  

监测条件 

监测起止时间： ____年____月____日 ~ ____年____月____日； 

监测时段：____时 ~ ____时； 

天气：____；环境温度：____；环境湿度：____。 

监测仪器 型号：_____； 校准证书编号及有效期：________ ； 检出限：______。 

监测频段  

监测点位数量 有效测点总数：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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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 

1. 区块评估结果 

区块共计______个； 

区块电磁环境质量指数 EQI 区块：____ ~ ____； 

区块电磁环境质量指数级别：一级区块______个，二级区块______个，三

级区块______个，超标区块______个。 

2. 总体评估结果 

电磁环境质量指数 EQI=_____； 

电磁环境质量指数级别：________。 

 

表 5.9-3 电磁环境质量指数地图标注颜色示例     

（规范性附录）   

根据各评估区块电磁环境质量指数级别，用不同的颜色标记在测绘地图上，直

观反映评估区域电磁环境质量。 

       配色 

区域电磁环境 

质量指数级别 

RGB 

备注 
R G B 

一级 115 194 251 蓝色 

二级 50 205 50 绿色 

三级 255 223 0 黄色 

超标 255 0 0 红色 

6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或技术法规的水平对比和分析 

6.1 国外同类标准情况 

经查阅搜索文献资料与调研，国际电信联盟 2015 年发布了 ITU-T K.113 

Generation of radio-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 level maps。该标准主要提供了基于

车载仪器路测法制作射频电磁场 (RF-EMF) 地图的指南，从开展监测仪器来看，基

于当时的电磁环境状况，ITU-T K.113 认为使用 100kHz-3GHz 综合场设备监测已足

够反映电磁环境总量，监测方法类似；国际电信联盟 2020 年发布了 ITU-T K.91 

Guidance for assessment,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of human exposure to radio 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方法在附录中对车载测量进行了描述，仪器的使用要求为选

频测量仪器，示例监测系统频率为 30MHz-6GHz，给出了测量数据在地图上的标记

方式；本方法论证了我国现阶段的主要频率使用范围，即 100kHz-6GHz，并从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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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条件出发论证了使用选频式监测仪器对电磁环境评估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综合比较 ITU-T K.113 和 ITU-T K.91，本标准在监测频段、仪器使用上相似，在评

估方面，国外标准主要考虑了地图标注，本标准考虑了与 GB8702 对标的可行性。 

6.2 国内同类标准情况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是目前

开展区域电磁环境监测的依据。HJ/T10.2-1996 给出的网格法实际上是对区域均匀布

点的一种方式，但是受制于人工监测的效率，网格之间测点与测点的间距较长，点

位数量较少，导致测量数据的代表性大打折扣。本方法论证了车载巡测的可行性，

通过自动测量手段，将行车区域的数据记录下来，有效弥补测点数量少的缺陷，数

据的代表性得以提升。按本方法可实现对网格或大面积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的快速测

试与评估。 

7  实施本标准的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实施方案建议 

7.1 管理措施 

实施本标准是对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的依据，具有重要的环境和社会

效益，可为电磁环境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7.2 技术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行业单位、科研院所应定期或不

定期跟踪本行业环境保护标准的国外发展动向，跟踪最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7.3 实施方案建议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即可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