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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限值及其监测方法（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健全电磁环境标准体系，完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体系，满足电磁环境管理需要，促进

直流输电工程可持续发展，保障公众健康，生态环境部决定制订《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限

值及其监测方法》。 

根据原环境保护部核设施安全监管司《关于印发<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 2014 年项目计

划>的通知》（环核设函〔2014〕4 号）要求，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和环境保护

部核与辐射中心（以下简称两中心）承担直流输电工程电磁环境限值标准研究和直流输电工

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研究工作，两中心成立标准编制组，主要成员有曹勇、邢劲松、赵顺平、

邵海江、傅宗、朱滢、王冠、李育敏、刘贵龙、吴剑、叶垚栋、郁丹炯、顾燕楠、李夏、穆

晨旸（15 人）。 

1.2 工作过程 

2014 年，标准编制组开展资料收集、方案设计等前期准备工作。 

2015 年，标准编制组编制完成直流输电工程电磁环境限值标准研究报告。 

2016 年，标准编制组编制完成直流输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研究报告。  

2017 年 3 月，原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在杭州组织标准论证会，形成《直流输

电工程电磁环境限值研究》和《直流输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研究》专家咨询审议意见。 

2017 年 5 月，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印发《关于征求直流输电线路地面合

成电场测量方法和管理限值意见的函》，征求九个省级辐射环境监测机构意见。 

2017 年 6 月，原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在北京再次组织专家对标准进行咨询审

议。 

2017 年 10 月，标准编制组委托浙江大学环境过程研究所对国内外关于《直流输电工程

电磁环境限值》和《直流输电工程地面合成电场测量方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检索查阅。 

2018 年 7 月，标准编制组形成《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限值及其监测方法（征求意见

稿）》。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2.1  行业概况 

近年来，我国的电力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电网装备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特高压输

电技术和电网建设居世界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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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百万伏级交流、±800

万伏级直流输电技术前期研究工作的通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国家电网公司等单

位开展±800kV 级直流输电技术前期研究工作。2010 年，向家坝-上海±800kV 特高压直流示

范工程投运，额定输电容量 6400MW，线路长度约 1900km。其成功实践极大推动了直流特

高压技术推广应用步伐，锦屏-苏南、哈密南-郑州、溪洛渡-浙西、宁东-浙江、酒泉-湖南、

上海庙-山东、锡盟-江苏、晋北-南京±800kV 特高压直流工程已建成投运，单回容量已提升

至 8000MW；目前，正在建设准东-华东±1100kV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到 2020 年前，还将规划建设 13 回特高压直流工程，见表 2-1，将西部和北部能源基地

的电力向东部负荷中心高效送出。 

表 2-1 至 2020 年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规划 

±800kV
特高压
直流工
程 

蒙西 
～ 
湖北 

陕北
～ 
江西

陇东 
～ 
徐州 

呼盟 
～ 
山东 

锡盟
～ 
河南

扎鲁
特 
～ 
山东

呼盟
～ 
河北

乌东
德 
～ 
浙江

白鹤
滩 
～ 
湖北

哈密
北 
～ 
重庆

俄罗
斯 
～ 
河北 

俄罗
斯 
～ 
辽宁 

蒙古
～ 
河北

综合能
源基地 鄂尔多斯盆地 内蒙古东部地区 西南 

地区 新疆 其他基地 

直流输电工程，特别是超、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建设，迫切需要制定国家环境保护相

关标准，以规范直流输电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

实现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有机统一。 

2.2 直流合成电场限值的制订与应用 

2005 年，由于特高压电网建设正处在示范阶段，未建立相应的环境标准，原国家环保

总局根据当时直流输电工程环境影响环评审批工作需要，编制了《关于特高压交、直流输电

线路电磁环境暂行指标的建议的报告》。该报告规定以 30kV/m 作为直流输电线路下方最大

合成电场强度控制指标，25 kV/m 作为邻近民房的最大合成电场强度，同时满足 80%测量不

超过 15kV/m 为控制指标。 

2008 年，国家发改委结合我国已建成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实际情况，发布了国

家电力行业标准《±800kV 特高压直流线路电磁环境参数限值》（DL/T1088-2008），该标准

规定线路临近民房时，民房处的合成场强限值为 25 kV/m，且 80%的测量值不得超过 15 

kV/m；线路跨越农田、公路等人员容易到达区域的合成场强限值为 30 kV/m；线路在高山大

岭等人员不易到达地区的限值按电气安全距离校核。 

2012 年，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国家电力行业标准《±800kV 特高压直流换流站电磁环境

限值》（DL/T275-2012），规定了换流站最大合成电场不超过 30kV/m。 

2.3 环境管理情况 

近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直流输电工程的建设加快，线路通道与周围电磁环境敏感

目标距离相邻。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公众对自身所处环境质量意识的增强，人体曝

露在直流输电工程中是否存在潜在的健康影响，已成为公众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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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对直流输电工程电磁环境的

评价因子为合成电场，不涉及其他因子。 

现阶段规定环境中电场、磁场、电磁场曝露水平的限值标准为《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GB8702-2014），该标准没有对直流输电工程（0Hz 频段）的限值作出规定，也就是说，

极容易引起公众关注的直流输电工程处在《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约束之外。

且只有电力行业标准规定了直流输电工程地面合成电场及测量方法的行业标准，至今未有相

应的国家标准。 

因此，制订《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限值及其监测方法》标准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

对工程环境管理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无论从保护环境方面还是指导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制

订《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限值及其监测方法》标准是非常必要的。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3.1 国际组织情况 

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根据静电感应导致的暂态电击试验结果，认为没有

必要因为暂态电击而制定防护标准。 

其他国际组织也没有针对直流输电线路电场限值制定国际标准。 

3.2 国外标准情况 

尽管没有针对直流输电线路电磁场限值的国际标准，但也有许多国家针对各国直流输电

线路现状制定了相应的电磁场环境标准限值。如加拿大、俄罗斯、美国、日本、前苏联、巴

西等。 

3.3 我国标准情况 

2005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了《关于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线路电磁环境暂行指

标的建议的报告》，该报告作为直流输电工程的环评审批依据。2008 年，国家发改委结合我

国已建成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实际情况，发布了国家电力行业标准《±800kV 特高压

直流线路电磁环境参数限值》（DL/T1088-2008）。2012 年，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国家电力行业

标准《±800kV 特高压直流换流站电磁环境限值》（DL/T275-2012）。 

4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基本原则 

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要依据，与我国其他现行标准规范相协调。

本标准在沿用电力行业标准中的有关内容的基础上，拓展完善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限值及

其监测方法，力求做到针对性、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1）本着有利于保护环境，完善电磁环境管理体系。 

（2）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和可持续发展，推进直流输电工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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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实际出发，做到切实可行，制定本标准与国内现有电力系统相应标准协调配套。 

（4）有利于促进国家输配电网络的优化建设，保障电力安全稳定。 

（5）积极调研国外各国现行限值标准，以利于国际间接轨。 

4.2 编制依据 

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09 

2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2017］1 号 

3 HJ 168 环境监测 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 

4 HJ 24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 

5 DL/T 275 ±800kV 特高压直流换流站电磁环境限值 

6 DL/T 1088 ±800kV 特高压直流线路电磁环境参数限值 

7 DL/T 1089 直流换流站与线路合成场强、离子流密度测量方法 

4.3 技术路线 

本标准制订所采取的技术路线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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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本标准制订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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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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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09 和《国家环

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2017〕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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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关于“适用范围” 

本章给出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规定了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限值及其监测方法。规定了

本标准适用于±10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工程。其他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工程合成

电场限值及其测量方法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本章根据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输变电工程》给出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涵盖了±10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工

程。±100kV 以下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工程属于豁免环评工作的范围，±100kV 以下电压等

级直流输电工程可以免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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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缺少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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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特点稍做修改。 

参考 HJ 2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并参照 DL/T 275《±800kV 特高

压直流换流站电磁环境限值》，给出了“直流输电工程”和“合成电场”定义；参照 HJ 24《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给出了“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定义。 

5.5 关于“限值” 

本章给出了直流输电设施合成电场环境的限值。限值数据是便于直接监测的量。考虑我

国电力设施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实际，对直流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园地、牧草地、畜禽饲养

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提出了附加的合成电场限值及其使用条件。 

①环境敏感目标限值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直流输电工程环境保护标准，现阶段直流输电工程的环评审批均依

据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线路电磁环境暂行指标的建议的报告》执

行。该报告规定以 25 kV/m 作为邻近民房的地面最大合成电场强度，同时满足 80%测量不超

过 15 kV/m 为控制指标。结合我国已建成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实际，国家发改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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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发布了国家电力行业标准《±800kV 特高压直流线路电磁环境参数限值》

（DL/T1088-2008），该标准规定线路临近民房时民房处地面合成场强限值为 25 kV/m，且 80%

测量值不得超过 15 kV/m。考虑到上述限值在国内环境保护监管、电力设计中已实施多年，

因此本标准合成电场的控制限值仍以上述限值作为其控制指标。 

对于直流输电工程直流磁场限值，基于目前对其直流磁场的环境影响研究，本标准没有

提出直流磁场控制限值的主要考虑如下：  

1、已颁布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于 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新环评导则明确了在直流输电工程的电磁影响因子中，没有纳入直流磁场因子。 

2、稳定的直流电流产生直流磁场。磁场的一个基本特性是对运动的电荷产生力的作用，

称为洛伦兹力。人体内的血液流动和神经传递都可以看作是电荷的运动，因此会受外界磁场

的影响。直流磁场的生物效应主要是人和动物体内运动电荷在磁场内受力的作用所产生的反

应。试验表明，当小动物曝露在 1T（特斯拉）的静磁场中时，会在血管壁上积累电荷，但

不会对动物血液流动产生任何影响。当外界磁场达到 15T 时，可以阻碍 10%的血液流通。没

有试验表明动物曝露在静磁场中会产生慢性影响，更没有产生与癌症有关的影响。在高达

2T 的静磁场下，未发现对动物的生长、行为和生理产生影响；老鼠曝露在高达 1T 的静磁场

下，未发现对胎儿有任何影响。有一些动物在 4T 以上时会产生不适感，这是因为它们是靠

地球磁场来辨认方向的，直流磁场会扰乱它们的判断，但对人类不存在此种影响。可见，关

于静磁场对动物和人的影响研究大都关注 1T 级及其以上的磁场，而远小于该等级的磁场未

发现对人体或动物的任何健康影响。 

3、实际直流输电工程产生的磁场是非常小的，以至于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专门制定标

准对其予以限制。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ICNIRP）在《Guidelines for limiting 

exposure to time-varying electric，magnetic，and electromagnetic fields（up to 300 

GHz）》（1998 年）中规定了 1Hz 以下磁场的公众暴露限值为 40mT；2009 年，新发布的

《Guidelines on limits of exposure to static magnetic fields》规定, 对于一般公众

曝露，身体任意部位的曝露限值为 400mT。我国±800kV 直流输电工程的地面最大磁场理论

计算结果仅几十 μT，与地磁处于相同水平，只有 ICNIRP（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新

发布导则建议的公众曝露限值的 1/8000，如果以 ICNIRP 新发布导则建议的 400mT 作为直流

磁场的限值，完全可以满足标准限值要求。 

综上，只有当直流磁场达到 1T 级的水平时，才有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而直流输

电线路产生的磁场水平仅在几十 μT 左右，与地磁处于相同水平，因此，暂不制订直流输电

工程的磁场限值。 

②架空输电线路线下限值 

我国架空输电线路下存在大量的农田等可耕作土地，也会存在畜牧和水产养殖场，还有

其他一些公众偶尔停留或活动的场所，如公路。但公众在此停留或活动时间短。考虑我国输

变电工程大规模建设的实际需要，经过代价利益分析和公众健康风险评估，认为直流架空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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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线路走廊内的农田和公众偶尔停留或活动的场所，全部采用环境敏感目标的电场强度限

值，在经济上不合理，也没有必要。因此，本标准将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特高压交、

直流输电线路电磁环境暂行指标的建议的报告》和《±800kV 特高压直流线路电磁环境参数

限值》（DL/T1088-2008）标准规定的 30kV/m 作为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农田和公众偶尔停留

或活动的场所的电场强度限值。 

③对直流合成电场控制值的相关说明 

   1、工频电场与直流合成电场限值规定 

   GB8702-2014《电磁环境控制限值》中指出，为控制电场、磁场、电磁场所致公众曝露，

环境中的工频电场场量参数的方均根值不应超过 4kV/m。 

DL/T1088-2008《±800kV 特高压直流线路电磁环境参数限值》中，给出了合成电场的控制

值为，“±800kV 直流架空输电线路邻近民房时，民房处地面的直流合成场强限值为 25kV/m，

且 80%的测量值不得超过 15 kV/m。线路跨越农田、公路等人员容易到达区域的合成场强限

值为 30 kV/m。……” 

   2、时变电磁场的基本限值与导出限值 

   ICNIRP 导则《限制时变电场、磁场和电磁场暴露的导则（300 GHz 以下）》中指出： 

以“确定的健康效应为基础”的时变电磁场的限值，称为基本限值。在 l Hz ~ l0 MHz 频率

范围内，基本限值用人体内电流密度表示，以防止对神经系统功能造成影响。但是用电流密

度表示的基本限值在实际操作中不易或不能进行测量，所以又通过基本限值用数学模型以及

在特定频率下通过实验室研究结果推导出以场的形式表示的导出限值。导出限值表示场与暴

露个体的最大耦合状态，同时考虑了较大的安全因子，因此可提供最有效的防护。对于工频

电场，通过这种方法从基本限值中获得由场强表示的导出限值。相关标准中所见到的工频电

场 4kV/m，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考虑了足够的安全因子，从基本限值导出的。它在实践中

非常容易进行测量，便于工程应用。 

   3、关于静电场和直流合成电场 

   ICNIRP 导则还指出，未提供小于 l Hz 频率的电场值，因为这是静态电场。对于大多数

人而言，能感觉到烦恼的体表电荷不会发生在 25kV/m 的场强之下。但应避免让人紧张或烦

恼的火花放电。 

   由于静电场亦即直流电场，不能像工频电场那样在人体内感应出交变电流来，因此，也

就不存在人体内电流密度的基本限值，而是以因静电导致的积累在人体表面的电荷引起的

“让人紧张或烦恼的火花放电”来作为衡量静电场的依据。 

   直流合成电场是高压直流输电的一种特有现象，它是由标称电场（直流静电场）与空间

电荷的电场之和而合成。DL/T1088 中所规定的的直流合成场强数值，虽然也是通过人体感

受试验统计得出的，但并没有像工频电场那样经过严格意义的人体生理、感受等试验的验证。

直流输电线路附近的标称电场也远小于 25kV/m， 

   输电线路附近的空间电荷与夏日雷云或冬季人体日常所带有电荷相同，其对人体是否产

生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一般认为，负离子，也就是负极性空间电荷，有益于人体健康。） 

   此外，用 DL/T1088 所规定的数值来规范直流输电工程的合成电场，从工程实践和环境

保护的角度看是可行的。 

综上，由于直流合成电场或直流静电场不会产生感应现象，故而不适用基本限值和导出

限值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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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关于“监测技术要求” 

5.6.1 监测仪器 

规定了监测仪器的要求，与 DL/T 1089-2008 的要求保持一致。 

5.6.2 环境条件 

规定了监测工作的环境条件，与 DL/T 1089-2008 的要求保持一致。 

明确了风速为“离地 2m 处”，主要是为了明确风速为监测时的风速，而非当天的气象

风速，符合现行实际操作。 

5.6.3 监测方法 

规定了监测方法的通用要求，与 DL/T 1089-2008 的要求保持一致。 

将场磨直接放置在地面上进行监测，主要基于以下二方面原因：一是在地面之上的点引

入任一探头都将扰动待测电场，因而地面上方的电场测量比地面的更难以测量，且测量的值

是探头摆放后产生的扰动电场而非待测电场。二是现有监测仪器是基于均匀场的原理设计测

量的，并不能准确测量扰动电场。综上所述，在监测合成电场时，监测仪器需直接放置在地

面上，而不是和监测交流输变电工程一样，监测仪器探头架设在地面上方 1.5m 处。 

5.6.4 监测布点 

规定了监测布点的具体要求，其中对直流架空输电线路、换流站以及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的监测布点要求与 DL/T 1089-2008 的要求保持一致。 

在直流架空输电线路的衰减监测中，明确了两相邻监测点的距离一般取 5m，为了能测

出最大值，要求在监测最大值时，两相邻监测点间的距离可取 2m。 

对于直流电缆输电线路合成电场水平不进行监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直流电缆输电线

路分为陆缆和海缆两种，除海缆外层增加覆盖及混合沥青的钢丝铠装层以增加机械强度和防

腐能力外，二者构造基本相同。在实际运行中，运行的电缆内部导体带有与其运行电压极性

相同的电荷；绝缘层内的电场按照一定规律分布；而在外层导体上会感应出相应数量且极性

与内部导体相反的电荷；由于电缆外层导体是接地的，这些电荷将被中和而使得外部导体电

荷为零，从而不会在其外部产生电场，也就是通常的屏蔽的原理。综上所述，并结合电缆运

行的实际情况（电缆运行规程）可知，直流电缆在正常工作时，电缆内部的电场分布和大小

并不影响电缆外部附近的电场分布和大小；其外部电场为零，不受运行电压的影响。 

在换流站监测中，根据 HJ 24-201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换流站的评

价范围为站界外 50m，故删除了换流站内合成电场的监测。 

对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监测，取消在平台上的监测，主要是在建（构）筑物阳台（平台）

监测时，由于阳台（平台）不是开阔地，当监测仪器放置进去，仪器本身就会引起更大的扰

动，监测时无法准确测量该区域的待测电场；仪器的原理都是基于均匀场的情况下的，而阳

台（平台）本身不是均匀场，在阳台（平台）监测时，现有仪器无法准确监测该区域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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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场值。 

5.6.5 数据记录与处理 

规定了数据记录与处理的具体要求，与 DL/T 1089-2008 的要求保持一致。 

强调了“等时间间隔采样”，保证数据的合理性。 

5.7 关于“质量保证” 

原则性规定了开展监测的人员、仪器、数据处理等要求，与 HJ 681-2013《交流输变电

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的要求保持一致。 

6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或技术法规的水平对比和分析 

对于 0Hz 频段，电磁环境管理中主要涉及的是直流输电设施的合成电场，为此，标准编

制组研究了主要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有关合成电场相关法令和标准。美国没有制订统一的

联邦标准，一些州和部门制定了各自标准；主要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有关合成电场限值见

表 6-1，本标准与电力行业标准比较见表 6-2。 

表 6-1 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关合成电场限值 

美国 能源部：合成电场限值为30kV/m。  

North Dakota 州：合成电场限制值为33kV/m。  

Minnesota州：直流线路无电晕时线下的电场强度限制值为12kV/m。  

加拿大  输电线路下最大合成电场为 25kV/m。  

巴西  ±600kV 直流输电线路最大合成电场不超过 40kV/m。  

前苏联  在设计±750kV 输电线路时规定了不同情况下的最大合成电场，无人居住时 

取 25kV/m，有人居住时取 10kV/m。  

日本 日本环境理事会规定直流输电线路下方最大合成场强值不超过 15 kV/m 

欧盟  CEIENV 50166-1 标准，直流电场的公众暴露限值为 14kV/m。  

从各国标准情况分析可以知道： 

（1）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直流输电线路的电场限值规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一些国家针对不同环境制定不同的合成电场限值。如前苏联分别针对不同区域制

定了±750kV 直流输电线路下合成电场标准限值，要求居民区、非公众活动区、交通难遇到

大的区域合成场强分别小于 10kV/m、25kV/m、30kV/m。 

本标准作为控制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的限值标准，针对架空输电线路附近不同环境制

定不同的合成电场控制限值，符合国际主流标准。 

 

 

 

 

 



 

 —  25  —

表 6-2 本标准与电力行业标准比较 

 
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限值及 

其监测方法 

DL/T275-2012 标准 

DL/T1088-2008 标准 

DL/T1089-2008 标准 

限值 

直流输电工程周围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

合成电场强度限值为 25  kV/m，且 80%的

测量值不得超过 15 kV/m。 

直流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园地、牧草地、

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合成

电场强度限值为 30 kV/m。 

换流站：最大合成电场不超过 30 kV/m

线路：线路临近民房时，民房处的合

成场强限值为 25 kV/m，且 80%的测量

值不得超过 15 kV/m；线路跨越农田、

公路等人员容易到达区域的合成场强

限值为 30 kV/m；线路在高山大岭等人

员不易到达地区的限值按电气安全距

离校核。 

监测条件  风速 2m/s  风速（离地 2 m 处）小于 2 m/s 

输电线路监测： 

① 监测时两相邻监测点间的距离一般取

5 m，若在监测最大值时，两相邻监测

点间的距离可取 2 m。 

② 直流电缆输电线路不进行合成电场监

测。 

① 测量时两相邻测量点间的距离可

以任意选定，但在测量最大值时，

两相邻测量点间的距离应不大于

5m 

② 未提及 

换流站监测：不涉及换流站内部监测 

换流站内合成电场测量：换流站合成

电场测点应选择在换流站直流侧场地

的巡视走廊、直流母线下等直流区域

位置。 

监测布点 

电磁环境敏感目标测量：不涉及敏感目标

楼顶平台上监测 

民房楼顶平台上测量：应在距离周围

围墙和其他固定物体不小于 1m 的区

域内测量，若楼顶平台的几何尺寸不

满足这个条件，则不进行测量 

数据记录 
监测仪器应具有自动记录功能，自动记录

合成电场 

可采用手动记录测量，间隔 30s 记录

一次读数 

质量保证 

监测机构应当具备与所从事的合成

电场监测业务相适应的能力和条件。 

监测点位置的选取应具有代表性并

符合监测布点要求。 

监测所用仪器应与所测量对象在频

率、量程、响应时间等方面相符合。 

监测仪器应定期校准，并在其证书有

效期内使用。每次监测前后均检查仪器，

确保仪器在正常工作状态。 

监测人员应经业务培训，现场监测工

作须不少于两名监测人员才能进行。 

监测中异常数据的取舍以及监测结

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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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数据处理应按统计学原则处理。 

监测时尽可能排除干扰因素，包括人

为的干扰因素和环境干扰因素。 

应建立完整的监测文件档案。 

本标准是在电力行业标准同等转化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应用，绝大部分标准的指标及要

求与电力行业标准处于同一水平，甚至更优。 

在相关章节中，针对不同的内容，提出开展监测的人员、仪器、数据处理等要求，主要

是考虑体现全程序（过程）质量保证和控制的要求。 

7 实施本标准的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实施方案建议 

实施本标准是对直流输电类工程进行环境管理的依据，摆脱项目管理中参考会议纪要、

电力行业标准的做法，具有重要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可为科学解释、直流输电工程的环境监

管、监测提供技术支撑。 

本标准适用于直流输电工程的环境管理与监测，其限值是分析比较各国直流电磁环境标

准制定政策、框架及趋势，并结合直流电磁环境暴露健康风险评估，采用模拟环境下直流电

磁场非热效应动物实验的生物学评估方法，提出静电场曝露限值建议。行业单位、科研院所

应在政府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实行合理可行尽量低原则，定期或不定期跟踪本行业环境保

护标准的国外发展动向，跟踪最新的研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即可实施。 

8 行业产排污情况及污染控制技术分析 

合成电场是直流输电工程的重要环境参数。环境保护部颁布实施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工程》将合成电场作为评价直流输电工程电磁环境评价的唯一因子。 

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污染控制技术，如换流站采用 BOX-IN 的换流变，直流线路增加

导线分裂数、导线架设高度等措施，进而从根本上控制合成电场限值。 

9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社会、经济效益和实施成本分析 

本标准为电力行业标准同等转化，执行本标准，与现行的电力行业标准相比较，带来的

环境效益无明显区别。 

实施本标准后，对电力行业新、改、扩建项目从项目建设就能做到高标准，为现有的直

流输电技术，经济可行的情况下提出控制限值，减轻电力行业的电磁环境影响状况，具有显

著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实施本标准，与现行的电力行业标准相比较，对监测因子进行了简化，取消了离子流密

度、直流磁场等进行监测，并明确直流电缆地面合成电场免予监测，故有效的降低了实施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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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实施本标准的经济、技术、管理措施的可行性分析 

10.1 经济可行性分析 

从直流输电设施实施近 20 年实践来看，首先是超过限值的直流输电工程所占百分比小；

其次是即便超标，均可以通过较为经济的、可操作的方式，如避让、拆迁、抬高等，以实现

满足标准限值要求。 

10.2 技术可行性分析 

本标准在直流输电工程（0Hz 频段）电磁环境限值研究基础上，规定了直流输电工程的

合成电场限值，现阶段的研究对（0Hz 频段）其他工程的电磁环境研究不够，所以本标准只

适用直流输电工程。本标准提出的直流输电工程的电磁环境敏感目标（住宅、学校、医院、

办公楼、工厂等有公众居住、工作或学习的建筑物）的环境限值，合成电场强度限值为 25 

kV/m，且 80%的测量值不得超过 15 kV/m，对于直流输电设施周围环境其他场所的限值，

本标准基本采用了目前实际评价和管理的限值要求，从目前管理情况来看，技术上是完全可

行的。 

10.3 管理措施可行性分析 

本标准采用了限值指标，并明确了监测点位，有明确的限值控制和监测要求，环保部门

执法有明确的指标可依据，从环保管理的角度看，实施本标准在管理上是可行的。 

本标准只适用于环境，对公众健康（不针对植入电子医疗装置、带有包含磁铁材料植入

物的特殊人群），现阶段的研究结果，不足以支撑对其电子医疗设备产生的影响。 

11 标准技术审查情况 

2017 年 6 月 8 日，原环境保护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直流输电工程

电磁环境限值》和《直流输电工程地面合成电场测量方法》专家咨询审议会。经审查，形成

限值标准会议纪要意见如下： 

关于合成场限值 

（1）本标准是直流输电工程的电磁环境标准，是《电磁环境控制限值》的重要补充，

对规范直流输电工程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2）编制单位对《标准》的征求意见回复进行了汇总、分析和修改，满足标准修订有

关程序和技术要求，与会专家对标准内容、格式给予肯定。 

（3）修改意见： 

1、对直流输电工程直流磁场限值进行调研； 

2、术语中增加直流磁场、标称电场、电磁环境敏感目标的定义；删除附录 A 的计算方

法； 

3、“4 限值”按地面合成场强、直流磁场分开描述；完善豁免内容表述。 

关于合成场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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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标准是直流输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标准，对规范直流输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具

有重要意义。 

（2）编制单位对《标准》的征求意见回复进行了汇总、分析和修改，满足标准修订有

关程序和技术要求，与会专家对标准内容、格式给予肯定。 

（3）修改意见： 

1、增加换流站电磁环境监测方法内容。 

2、修改测量时气象条件要求。 

3、规范测量探头的摆放要求和金属板尺寸，明确现状监测可参考本标准。 

4、完善数据记录和处理要求，补充质量保证。 

标准编制组对上述会议纪要审查意见进行了认真分析，采纳或原则采纳并予以落实。 

12 标准征求意见和处理情况 

2017 年 5 月 18 日，环境保护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印发了《关于征求直流输电线路

地面合成电场测量方法和管理限值意见的函》，向具备直流合成场测量能力的省级辐射监测

机构征求意见。 

本次征求意见单位合计 9 家，回函提出书面修改意见 8 家，未回函单位 1 家。本标准返

回的意见合计 65 条，采纳、部分采纳和原则采纳 42 条，未采纳的 23 条。征求意见和处理

情况见附表 1 标准征求意见情况汇总处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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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标准征求意见情况汇总处理表 

《直流输电工程地面合成电场环境限值》 
序

号 

标准条

款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及理由 

备

注 

1  
建议“地面合成电场”改为“地面合成电场强度”，并在限值

中统一用语 

不采纳。度量地面合成电场强度的物理量

为电场强度。 
 

2 2 

因引用的文件均不含日期，建议删除“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

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

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采纳。  

3 2 建议引用文件增加《直流输电线路地面合成电场测量方法》 采纳。  

4 3.1 

“直流输电工程对环境的电磁影响主要包括合成电场”建议改

为“直流输电工程对环境的电磁影响主要包括地面合成电场强

度和离子流密度”或“直流输电工程对环境的电磁影响主要为

地面合成电场强度”  

采纳。  

5 3.2 
“地面合成电场”定义建议引用《±800kV 特高压直流线路电

磁环境参数限值》（DL/T1088）中的定义 
采纳。  

6 4 
 1、建议 “限值”改为“限值 E95” ；2、建议“80%的测量

值”、“50%测量值”，分别改为“E80”、“E50”等 
不采纳。建议《直流输电工程地面合成电

场监测方法》对此问题进行阐述说明。 
 

7 5 
 1、建议删除“从电磁环境监测角度”；2、“直流地下输电

电缆”建议改为“直流输电电缆” 

北京市辐射安全

技术中心 

采纳。  

8  增加“直流输电工程定义” 上海市辐射环境 采纳，补充术语“直流输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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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议标准中“临近”均改为 “邻近” 

监督站 不采纳。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HJ24-2014）和《±800kV
特高压直流线路电磁环境参数限值》

（DL/T 1088-2008）均采用“临近”。 

 

10 4.1（4） 限值如何按电气安全距离校核 
采纳。根据会议要求，删除线路在高山大

岭等人员不易到达的地区的限值按电气

安全距离校核。 
 

11 4.2 
换流站围墙外无民房，临近民房时采用不同限值标准，但无具

体距离指标不好区分。 采纳。  

12 4.1、4.2 为何一个是 “30kV/m” ，一个是“50%值不超过 30kV/m”？ 采纳。  

13 5 是否需要说明小于多少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工程可以豁免 

安徽省辐射环境

监督站 

不采纳。  

14 3.1 
建议在条款 3.1 中明确“直流输电工程电磁环境”与《电磁环

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电磁环境”的差异，避免

误读为标准重复。 
采纳。  

15 2 
建议对第 2 条中引用的电力行业标准注明年份。环境标准由其

独立性，对所监管的行业标准修订版本的适用性应保留意见。
不采纳。已注明“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16 4.1（4） 建议对第 4.1 条（4）点中“电气安全距离”具体数值列表明确。

采纳。根据会议要求，不考虑线路在高山

大岭等人员不易到达的地区的限值按电

气安全距离校核。 
 

17 5 
第 5 条内容为监测方法内容，建议放置于测量方法文件中。或

者将其内容优化为：从电磁环境保护管理角度，直流地下输电

电缆产生的合成电场可免于管理。（参照 8702 标准写法） 

江西省辐射环境

监督站 

采纳。  

/ / 无 
山东省核与辐射

环境管理中心 
/  

/ / 无 
河南省辐射环境

安全技术中心 
/  

18  
“电磁环境”术语已经较为明确，且在此标准中并无特殊含义，

建议不再作定义 四川省辐射环境 原则采纳。  



 

 —  31  —

19  

直流输电工程的限值建议不仅限于地面场强。一是直流项目工

程设计基本考虑的地面场强的控制；二是目前中国农村房屋已

2 层以上或正逐步改建为 2 层以上，直流工程附近房屋楼顶阳

台和平台是距离更近、场强更大的区域。应当对此设置电磁环

境限值。而该限值不应计较是否为畸变所致场强，因人群在此

区域活动，人体所受即是此畸变场，建议其限值仍为 25kV/m，

80%的测量值不超过 15kV/m。 

不采纳。建议《直流输电工程地面合成电

场监测方法》对此问题进行阐述说明。 
 

20 3 
基于上条建议，术语定义“合成电场”，“地面合成电场”为

其地面情形。 
不采纳。建议《直流输电工程地面合成电

场监测方法》对此问题进行阐述说明。 
 

21 5 

关于“豁免”，建议采用两个方案： 
1 标准名为电磁环境，字面含义应包括静磁场，可作出限值规

定：10mT。鉴于其超标可能性极小，与地下电缆的合成电场一

起，豁免监测。有污染纠纷时，可以监测。 
2 不载明“豁免”，因此处“豁免”是豁免监测，并非豁免监

管，因此可不在限值标准中载明。确有必要，在《测量方法》

中载明地下电缆的监测豁免。 

管理监测中心站

不采纳。1、根据会议纪要要求，调研了

直流磁场，直流输电工程的直流磁场水平

与地磁相差不大，大约是 ICNIRP（国际

非电离防护委员会）新发布导则建议的公

众曝露限值的 1/8000，因此一定满足限值

要求。对于这一水平的磁场，人类早已习

惯，不会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从这个意

义上讲，直流输电工程可以不考虑磁场问

题。2、建议《直流输电工程地面合成电

场监测方法》对此问题进行阐述说明。 

 

22 6 增加《直流输电线路地面合成电场测量方法》 
广西辐射环境监

督管理站 
采纳。  

23 4.1 
在 4.1 直流输电线路第（2）、（3）条与“4.2 直流换流站”.
第（2）条凳三条内容中“合成场强”建议改为“合成电场” 

甘肃省核与辐射

安全中心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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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征求意见情况汇总处理表 

《直流输电工程地面合成电场监测方法》 
序

号 

标准条

款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及理由 

备

注 

1  
建议 “地面合成电场”改为“地面合成电场强度”，并在《限

值》中统一用语 

不采纳。度量地面合成电场强度的物理量

为电场强度。 
 

2  
为与《直流输电工程电磁环境限值》相对应，建议《测量方法》

中应体现“直流换流站测量方法”内容  

采纳。根据会议纪要，增加换流站合成电

场监测方法内容。 
 

3 1 

“本标准适用于高压、超高压和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的环境监

测和工程评价”，建议与《直流输电工程电磁环境限值》对应，

改为“本标准适用于±10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线路

的环境监测和工程评价。其他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线路可参照

本标准执行”。 

部分采纳。改为“本标准适用于±100 千

伏以上电压等级的直流架空线路和换流

站。”根据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100kV 以下

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工程属于豁免环评

工作的范围，因此本标准不涉及±100kV

以下电压等级直流输电工程。 

鉴于屏蔽原理，不会在直流电缆外部产生

电场，故不对地下电缆的监测提出要求。

 

4 2 

因引用的文件均不含日期，建议删除“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

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

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采纳。  

5 2 
因附录 B 中部分内容来源于《工频电场测量》，建议引用文件

增加“GB/T 12720《工频电场测量》” 

北京市辐射安全

技术中心 

不采纳。已参照 DL/T1089-2008 修改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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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 

“测量设备或人员应离开直流合成电场仪测量探头 3m 以远”

建议改为“直流合成电场仪测量探头应距离人员 3m 以远；与

其他测量设备及固定物体的距离应不小于 1 米” 

部分采纳。已参照 DL/T1089-2008 修改为

“测量仪应与监测人员保持足够远的距

离（至少要 2.5m），避免在场磨处产生

较大的电场畸变，与固定物体的距离应该

不小于 1m，以减小固定物体对监测值的

影响。” 

 

7 6 

（1）测量探头安放方式一的测量数据准确性是否经过验证； 

（2）方式一如果采用，建议增加“测量数据修正”相关内容；

（3）方式一“两相邻探头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0.5m”，“0.5m”

是否合适，建议距离不小于 1m； 

（4）“在不高于地面 300mm 的位置放置面积大于 1m2 的正方

形金属平板”与条款 4 中“测量时旋转伏特计的上表面距地高

度应不大于 100mm”，建议高度表述一致 

原则采纳。根据会议纪要，规范测量探头

的摆放要求。 
 

8 7 
（1）建议完善线路邻近民房的地面合成电场测量布点情况 

（2）建议增加直流换流站围墙外监测布点内容 

采纳。根据会议纪要，增加换流站合成电

场监测方法内容。 
 

9 8.1 

（1）近年来很多研究性监测表明，大气中颗粒物浓度对合成电

场强度测值有一定影响，建议可以记录颗粒物总体情况，如“晴

天、雾霾或沙尘”，条件允许情况下，可记录测量期间的 PM2.5、

PM10或 TSP 数值； 

（2）“记录数据不小于 100 个”建议改为“且记录数据不小于

100 个”； 

（3）记录内容增加输电线路塔编号、测试开始和结束时间等；

（4）“接近距离”改为“最近距离” 

（1）不采纳。 

（2）不采纳。 

（3）采纳。根据会议纪要，已完善数据

记录与处理要求。 

（4）采纳。根据会议纪要，已完善数据

记录与处理要求。 

 

10 8.2 
鉴于实际测量中由于通信原因可能造成数据缺失，建议 EN 的

描述采用 DL/T1089-2008 的方式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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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

B.2 

（1）“在直流合成电场仪每个量程的 33%~100%范围，至少均

匀地预选三点场强值”，实际在中国计量院校准时，最大电场

强度为 30kV/m，是最大量程的 30%，无法达到 33%~100%范

围值； 

（2）“当
%3%100 


E

EE

时，则认为直流合成电场仪合格”，

建议探头布置方式二时，误差改为 5%； 

（3）经实际校准，当金属板尺寸从边长 1m 降至 0.7m、0.6m

时，探头校准误差逐渐变大；依此类推，撤掉金属板采用探头

布置方式一时，在量程的 33%~100%范围内，探头校准误差基

本大于 5%；因此，对于校准、测量时方式一数据质量是否可

靠，是否需要做数据修正，建议开展进一步研究。 

原则采纳。根据会议纪要，规范测量探头

的摆放要求。 
 

12  
建议增加换流站相关测量方法，并将标准名改为《直流输电工

程合成电场测量方法》。 

原则采纳。根据会议纪要，增加换流站合

成电场监测方法内容。 
 

13  增加“良好接地”的定义。 不采纳。  

14  
增加“无雨、无雾、无雪、无冰雹”；“测量设备”建议改为

“自动数据采集装置”。 

原则采纳。根据会议纪要，修改测量时气

象条件要求。 
 

15  
建议增加进行合成电场测量时，直流合成电场仪测量探头距离

固定物体最小距离的要求。 
采纳。  

16  建议统一标准中的“临近”与“邻近”。 

上海市辐射环境

监督站 

采纳。  

17 5 未对天气情况中雨、雪、雾做出限制 
采纳。根据会议纪要，修改测量时气象条

件要求。 
 

18 7 
临近民房的地面合成场测量时，具体应如何布设点位，居民院

内、二楼人员可到达平台是否需布设点位？ 

安徽省辐射环境

监督站 
不采纳。对民房平台监测不做要求。  

19  适用范围建议与限制保持一致性；删除“工程评价” 江西省辐射环境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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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电力行业标准标注年份。环境标准有其独立性，对所监管的行

业标准修订版本的适用性应保留意见。 

不采纳。已注明“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21  
第 4 条第 2 段内容归类至第 6 条中，作为测量方法的一部分内

容 
采纳。  

22  

第 5 条第 2 段要求风速小于 2m/s，而且是在空旷区域 30min 测

量时间，现实很难达到，建议优化描述；相对湿度为 30-80%是

否有具体依据，如没有，建议改为“符合仪器使用条件”。 

不采纳。参照 DL/T1089-2008，明确要求

“风速小于 2m/s”“地势平坦、远离树

木杂草、没有其他电力线路、通信线路及

广播线路的空地上”。相对湿度已作调整。

 

23  
第 5 条第 3 段建议改为“测量探头与测量人员距离保持在 3m

以上，且与其他固定物体的距离应该不小于 1m”。 

原则采纳。已参照 DL/T1089-2008 修改为

“测量仪应与监测人员保持足够远的距

离（至少要 2.5m），避免在场磨处产生

较大的电场畸变，与固定物体的距离应该

不小于 1m，以减小固定物体对监测值的

影响。” 

 

24  建议探头的安放方式给出优先选择项。 
原则采纳。根据会议纪要，规范测量探头

的摆放要求。 
 

25  

建议给出布置点示意图； 

考虑设备大多以 10 个探头基数成套，而且测量时间较长，建议

对测量布点距离进行优化，比如改为“以极导线投影下方为起

点，沿着垂直于线路方向两侧以 2nm 为间隔布点，其中内侧布

点至正负极边导线中间位置，外侧布点至极导线投影外不少于

50m 处”，既尽可能测出最大值，又能掌握随着距离增加后数

值变化趋势； 

正负极两侧是否均要监测，请明确。 

部分采纳。已参照 DL/T1089-2008 改为

“输电线路地面合成电场测量点应选择

在极导线档距中央弧垂最低位置的横截

面方向上，如图 1 所示。测量时两相邻测

量点间的距离可取 5m，但在测量最大值

时，两相邻测量点间的距离可取 2m。一

般测至距离边导线对地投影外 50m 处即

可。” 正负极两侧均要监测，已明确。

 

26  建议给出监测记录表格参考样式。 

监督站 

不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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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第 1 条建议给出“陆地直流输电电缆地面合成电场的测量可参

考本标准”所叙述的“陆地直流输电电缆”的定义，是否是地

下电缆。 

不采纳。鉴于屏蔽原理，不会在直流电缆

外部产生电场，故不再对地下电缆的监测

提出要求。 

 

28  第 3 条建议增加高压、超高压和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的定义。

不采纳。根据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  输变电工程》，±100kV 以

下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工程属于豁免环

评工作的范围，改为“本标准适用于±100

千伏以上电压等级的直流架空线路和换

流站。”  

 

29  
第 5 条建议明确“周围的地面应平整”和“测量地点周围应无

建筑物”中“周围”的具体距离。 

不采纳。已参照 DL/T1089-2008 改为“监

测地点应选在地势平坦、远离树木杂草、

没有其他电力线路、通信线路及广播线路

的空地上。” 

 

30  

建议明确“临近民房”的具体距离，多远距离算是临近。同时

应考虑距楼房较近情况，建议在该条中增加楼顶平台的监测布

点方法。 

不采纳。已修改为“电磁环境敏感目标”，

已明确评价范围。 
 

31  
建议根据《直流输电工程电磁环境限值》中的限值要求确定数

据处理中需要记录的 EN 值 

不采纳。已参照 DL/T1089-2008 数据处理

描述。 
 

32  
建议附录B中明确测量探头的直径与平行板长度比值的最小要

求。 

山东省核与辐射

环境管理中心 

不采纳。已参照 DL/T1089-2008 修改。  

/  无 
河南省辐射环境

安全技术中心 
/  

33  

直流输电工程必然包含换流站，建议将换流站合成场测量方法

一并纳入。否则会造成一个项目，同时采用环境标准和电力行

业标准的问题。 

四川省辐射环境

管理监测中心站

采纳。根据会议纪要，增加换流站合成电

场监测方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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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第 1 条第 2 段与《限值》中的“豁免”相抵触。 

采纳。鉴于屏蔽原理，不会在直流电缆外

部产生电场，故不再对地下电缆的监测提

出要求。 

 

35  

关于金属板高度。第 4 条第二款和第 6 条第二款出现两个实质

性的金属板高度（场磨上表面通常即铺设金属板），不一致。

高度越低，畸变越小，建议可以根据目前监测仪器生产商一般

情况作出经济可行的规定：如 200mm。 

采纳。  

36  建议增加设施附近房屋阳台或平台处合成电场测量方法。 不采纳。  

37  

“测量地点周围还应无建筑物、树木和其他电力线路”。建议

修改为：测量地点周围 3m 内还应无建筑物、树木和其他电力

线路。 

不采纳。参照 DL/T1089-2008，要求 “地

势平坦、远离树木杂草、没有其他电力线

路、通信线路及广播线路的空地上”。 

 

38  

（1）“在线路档距中央导线弧垂最低位置下方地面”，弧垂最

低位置不一定在档距中央，建议修改为：“在线路档距间导线

弧垂最低位置下方地面”； 

（2）“两相邻测量点之间的距离可取 2.5m，”，第一次布点

测量两相邻测量点之间的距离为 5m，为满足规范要求，在最

大值测量点两侧的相邻测量点中间各增加一个测量点即可满足

2.5m 要求； 

（3）“具体测量点的布置应满足测量条件的要求”，前面没有

提及线路邻近民房的地面合成电场测量条件。建议增加测量点

与周围反射体距离等测量条件的要求。 

（1）不采纳。参照 DL/T1089-2008 和

HJ681-2013 确定测点在“极导线档距中

央弧垂最低位置的横截面方向上”。 

（2）不采纳。 

（3）采纳。已补充。 

 

39  

探头上表面与金属板上表面同高度，即不高于地面 300mm，与

4 测量仪器中第二款，“测量时旋转伏特计的上表面距地高度

应不大于 100mm”要求不一致。建设调整为一致。 

广西辐射环境监

督管理站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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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测量应在风速小于 2m/s 且相对湿度为 30％～80％的条件下

进行”建议考虑将相对湿度下限进行下调；建议增加“无雨无

雾无雪的好天气下进行测量”。 

原则采纳。根据会议纪要，修改测量时气

象条件要求。 
 

41  
“放置面积大于 1m2 的正方形金属平板”建议改为“放置面积

不小于 1m2 的正方形金属平板”。 

不采纳。参照 DL/T1089-2008 修改为“放

置面积为 1m×1m 的正方形金属平板”。
 

42  
进行临近民房监测时建议增加“与固定物体或围墙不小于 1m”

的要求。 

甘肃省核与辐射

安全中心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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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开题论证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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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标准技术审查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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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文献检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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