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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完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体系，满足电磁辐射环境管理需要，规范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

促进短波广播发射台可持续发展，保障公众健康，生态环境部决定制订《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

测方法》。 

2019 年，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向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以下简称 “技术中心”）

下达《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研究》课题研究任务；2020 年，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

司向技术中心下达《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标准编制任务，技术中心成立标准编制组，

主要成员有曹勇、刘贵龙、吴剑、林远、穆晨旸、李育敏、叶垚栋、邵海江、郁丹炯、赵顺平（10 人）。 

1.2 工作过程 

2019 年，成立《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研究》课题组，并对国内外关于《短波广播发

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检索查阅。 

2019 年 12 月，课题组编制完成《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研究报告》。 

2020 年 4 月，完成《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研究》项目验收。 

2020 年 5 月，成立《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标准编制组。 

2020 年 5 月 20 日，召开标准开题论证会，会议审查通过了该标准开题论证，明确了标准编制方向和

原则。 

2020 年 8 月，按照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要求，编制组完成《短波广播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

测方法》（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0 年 8 月，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组织召开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审议会。 

2020 年 10 月，编制组根据征求意见稿初稿审议会意见和建议，对标准进行了完善，形成《短波广播

发射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征求意见稿）。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2.1 行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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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波广播发射台（以下简称短波台）频率范围为 2.3MHz~26.1MHz、主要用于广播节目覆盖的广播发

射台。我国的短波台分布极广，发射台站大部分隶属于国家广电总局。现阶段全国有短波广播发射机约 636

余台，总功率在 55000kW 左右，发射机发射功率在 11kW~500kW 之间。 

目前，国内 50kW 以上功率等级的短波天线大部分都是固定天线，固定天线的指标能够满足预定覆盖

范围的播出要求，造价低，但频率带宽窄，方向固定，要完成多方位的播音，需要多副天线和天线交换系

统组合才能实现，同时占地面积很大，使用不灵活。而使用转动天线既有固定天线的优点，又克服了上述

缺点，因此大功率短波转动天线是目前的发展趋势。 

短波台一般建在远离居民区的郊区，或建在平坦的荒地、农村等地，天线数量众多，占地面积较大，

整个台站或天线周围建有围栏或围墙，以保护通信设备，限制非工作人员进入发射区。。 

2.2 环境管理情况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早期建设的短波台已经被不断扩大的城市规划区包围，造成短波台建设、

运行受到环境制约。部分短波台的迁建或改建，对环境影响评价、监测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2014 年 9 月，原环境保护部发布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2020 年

2 月 27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视》（HJ 1112-2020），到目前为止，我国

尚未制订针对短波台的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仍主要以《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与

方法》（HJ/T 10.2-1996）为依据，相关技术方法有待完善。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视》（HJ 1112-2020）已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发布，4 月 1 日实施，

制订短波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是评价短波台电磁辐射环境影响的技术基础，也是完善我国电磁辐射环

境质量标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规范短波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管理具有重

要意义。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3.1国外标准情况 

目前还没有短波台电磁辐射监测方法的国际标准。 

3.2 国内标准情况 

1996 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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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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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了《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2020 年 2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国家环

境保护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视》（HJ 1112-2020）。这些标准为现行短波台建设项目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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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环境影响评价和审批提供依据。 

4 编制目的、依据、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编制目的  

规范全国各类辐射环境监测机构短波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工作，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时、准确地掌

握电磁辐射环境影响程度、范围和建设单位采取防护措施提供技术支持。 

4.2 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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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2017〕1 号） 

（3）《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4）《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GB/T 2900.1-2008） 

（5）《电工术语 无线电通信发射机、接收机、网络和运行》（GB/T 2900.54-2002） 

（6）《广播电视术语》（GB/T 7400-2011） 

（7）《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南》（HJ 565-2010）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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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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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视》（HJ 1112-2020） 

（11）《广播电视天线电磁辐射防护规范》（GY 5054-1995） 

4.3 编制基本原则 

方法的编制力求做到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做到与相关行业导则的协调一致，为短波台电磁辐射

环境监测提供可靠依据，主要编制原则包括： 

1  标准编写格式按国家标准 GB/T1.1 的规定； 

2  注意与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3  编写过程中贯彻国家关于积极采用国际标准的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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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了短波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的监测条件（环境条件、仪器条件、监测工况）、监测方法、质量保

证要求，加强了监测方法的科学性、严谨性，规范了短波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确保监测工作有章可

循、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有据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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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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了该标准实施后，HJ/T10.2不再适用于短波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 

5.2 关于“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短波台的电磁辐射环境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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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短波台环境影响的特点，根据《广播电视术语》（GB/T 7400-2011）给出“短波广播”的定义。 

频率范围根据《广播电视术语》（GB/T 7400-2011）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

确定。 

引用了《电工术语 无线电通信 发射机、接收机、网络和运行》（GB/T 2900.54-2002）中“发射台”

的定义。 

引用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视》（HJ 1112-2020）中“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的定义。 

5.5 关于“监测条件” 

5.5.1 环境条件 

对环境条件提出明确的要求。参考《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2016）、《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HJ 972-2018）等环境监测方法，结合仪器实际使

用要求，提出监测时环境条件应符合仪器的使用要求。 

5.5.2 监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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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 基本要求 

明确监测仪器的基本要求，监测仪器须能覆盖所监测短波台的发射频率。 

监测仪器明确应采用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不采用非选频式宽带电磁辐射监测仪。开展短波台电磁

辐射环境监测，即是对短波台发射机对应频点进行监测，选择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开展监测，首先因为

非选频式宽带电磁辐射监测仪不具备频率分辨能力，无法开展频点监测；其次非选频式宽带电磁辐射监测

仪监测结果为全频段监测值，无法准确对标短波广播频段电磁环境控制限值，不易判定监测结果是否达标。

短波广播电磁辐射环境监测主要考虑的是各辐射源贡献值，因此选用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进行测量，可

明确短波台的贡献值。 

对仪器电性能提出了要求，需满足标准中表 1 的要求。 

明确监测“应选用具有各向同性响应探头（天线）的监测仪器”。选用具有各向同性响应探头（天线）

的监测仪器，可以避免实际监测中无法确保进行 X、Y、Z 三轴向监测的准确度，现有普遍使用仪器也基

本具有各向同性响应探头（天线）。 

明确监测仪器支架应采用不易受潮的非导电材质。 

为避免当监测仪器手持时，人员对仪器监测结果存在的干扰，以及短波台监测需开展 6 分钟连续监测，

使用支架以便于更好的开展监测。 

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的要求，环境中电场、磁场、电磁场场量参数的方均根

值应满足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因此为对标 GB8702，监测仪器的检波方式应为方均根值检波方式，监

测仪器的读数为任意连续 6分钟内的平均值。 

为避免或尽量减少周边偶发的其他电磁辐射源的干扰，明确监测时监测仪器探头（天线）与操作人员

之间距离不少于 2m。 

5.5.2.2 监测仪器电性能基本要求 

监测仪器采用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 

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测量原理： 

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由天线和测量主机（或电脑）组成，该天线为三轴全向天线，也就是三个正交

的偶极子天线（分别为 X 轴天线，Y 轴天线和 Z 轴天线），三个天线是按照相互垂直的方式组装在一起

的。三轴全向天线的输出为一条同轴射频线，主机通过一个射频电子开关控制选择测量所使用的天线，也

就是同一时刻只选择其中一个天线连接到射频线进而输出到主机中。测量主机为一个频谱仪或电脑。射频

线和这三个偶极子天线之间的夹角也都是 54.7°。测量时，测量主机控制依次接入 X、Y、Z 轴天线，对每

一个天线通过扫频测量，得到该天线的频谱，依次测量被测电场的 X 分量频谱，Y 分量频谱和 Z 分量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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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最后在主机中将这三个分量合成为总频谱。引入天线因子修正后得到测量场强频谱。 

（1）电性能参数 

决定仪器本身不确定度（测量准确度）的参数主要为频率响应、线性度及各向同性。动态范围对仪器

实际监测也有较大影响。 

a）频率响应 

频率响应用于衡量测量仪器对于相同幅度不同频率信号的响应能力差异，无论是非选频式还是选频式

测量仪器，其传感器都是天线，天线在工作的频率范围内，对不同频率信号的接收能力是不一样的（也就

是天线因子不一样）。频率响应±3dB，简单来说就是测量频率范围内各个频点的测量值与基准值之间的偏

差都小于等于 3dB。3dB 带宽是天线中常用的概念。频率响应越大，测量的不确定越大。 

0

10
X

X
log20=）频率响应（dB （其中 X 为标准场强值，X0为实际测量值） 

举例分析： 

标准场强值为 E0，对应的功率密度为 P0，则 P0=E0
2/377。 

电场测量值为 E，如果 E 比 E0大 3dB，即 3dB=20×log10（E/E0），E/E0=10^（3/20）=1.141。 

电场测量值为 E，如果 E 比 E0小 3dB，即-3dB=20×log10（E/E0），E/E0=10^（-3/20）=0.707。 

电场测量值为 E 对应的功率密度为 P，P=E2/377，如果 E 比 E0 大 3dB，也就是 P 比 P0 大 3dB，则

3dB=10×log10（P/P0），P/P0=10
（3/10）=2。 

如果 E 比 E0小 3dB，也就是 P 比 P0小 3dB，则-3dB=10×log10（P/P0），P/P0=10
（-3/10）=0.5。 

10×log10(P/P0)=10×log10(E2/E0
2)=20×log10(E/E0) 

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具有频谱分析能力，可以逐个频点校准（也就是不同频率使用不同的天线因子）

来改善天线的频率响应。而由于非选频式宽带电磁辐射监测仪没有频谱分析能力，所以其不能通过逐个频

点修正校准的方式来改善频率响应，只能靠探头设计来确保频率响应特性。 

b）各向同性 

各向同性是衡量测量仪器对不同入射方向不同极化方向的电磁场的响应能力差异。前面的原理分析可

知，无论选频式还是非选频式测量仪器，三个天线都是正交的，理论上天线之间没有差异。但是实际上由

于工艺等原因：1）三个天线性能有差异；2）天线和天线之间没有严格的正交，天线和天线之间相互耦合，

3）非选频式测量仪探头中的高阻线与天线之间非正交，高阻线和偶极子天线之间相互耦合，4）选频式测

量仪天线的输出同轴射频线和偶极子天线之间相互耦合，导致了实际上探头对于不同方向入射、不同极化

方式的电磁场测量存在差异。各向同性测试示例：在暗室中，用信号源、功放及喇叭天线在测试点位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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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个特定幅度、特定频率的电场，将测量探头放置在测试点位，探头或天线支杆与场的极化方向呈 54.7°

夹角，让探头围绕着支杆旋转，每旋转 30°方向记录一个场强测试值。记录电场最大值Emax 和最小值Emin，

通过以下公式计算该探头或天线的各向同性： 

dB
XX

X
A )(log20

minmax

max
10=  

理论上各向同性越小越好，越小测量不确定度越小。当前各个电磁辐射监测仪器设备厂家的技术水平、

工艺水平所限，普遍使用的 100kHz-3GHz 非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的各向同性指标能达到≤1dB；

100kHz-6GHz 非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的各向同性指标能达到≤1.5dB。  非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的各向

同性能控制的较好，主要是非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探头中使用的高阻线。高阻线中传输的直流检波信号，

对被测量的射频电磁场信号呈现出很大的衰减特性，高阻线所接收射频电磁信号几乎全部被消耗掉不会再

次激发出来。因此高阻线和三个偶极子天线之间的耦合非常小。 

而适配短波频段的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因其频率范围较窄，主流为 9kHz~30MHz 或是

30kHz~30MHz，其各向同性也控制的较好。 

c）线性度 

线性度是描述传感器静态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以被测输入量处于稳定状态为前提。在规定条件下，

传感器校准曲线与拟合直线间的最大偏差（ΔYmax）与满量程输出（Y）的百分比，称为线性度（线性度

又称为“非线性误差”）。 

在电磁辐射测量中，线性度是指一个固定频率的电磁波信号，在不同发射功率时所测量的数值与标准

数值的最大偏差。 

0

10log20d
X

X
B =）线性度（ （其中 X 为标准场强值，X0为实际测量值） 

d）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用于衡量测量仪器对于幅度快速变化的信号的测量能力，动态范围不同于测量量程，有的仪

器是有量程档位选择的，可以通过控制测试链路中的衰减器或者放大器来选择不同的量程档位。实际上，

对于快速变化信号，电磁测量仪器是无法及时的跟上信号变化的幅度来调整量程的，动态范围是在不进行

量程切换情况下的所能测量信号幅度的范围（满足测量准确度要求）。 

min

max
10log20

X

X
dB =）动态范围（ （其中 Xmax 为仪器量程最大值，Xmin 为仪器量程最小值） 

比如动态范围为 60dB，其测量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为 1000，如果电场强度最小值为 0.1V/m，电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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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大值为 100V/m， 

e）探头检出限 

探头检出限即代表能够测量出的最大、最小的场强值。它能代表仪器监测最大、最小量值，上检出限

越大，下检出限小，则仪器监测能力越强，覆盖范围越广，适用度越好。 

（2）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与方法》（HJ/T 10.2-1996）中选频式宽带电磁辐射监测

仪主要有 2 项指标要求：测量误差应小于 3dB，频率误差应小于被测频率的 10-3 数量级。 

a）测量误差 

决定测量误差的因素非常多，比如各向同性、频率响应、探头线性度以及测量的环境条件等。这些因

素的综合影响决定了测量误差，因此无法一概而论，无法准确判定。而通过对仪器厂家调研，单纯就此参

数而言，均可以满足 3dB 要求。结合国际上通行的指标，标准中采用各向同性、频率响应、探头线性度等

来代表测量误差。 

b）频率误差 

在电磁辐射测量中，频率误差是指设置的测量频率与实际测量的频率之间的误差。频率误差的要求为

10-3 数量级。该参数相对于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较为重要，比如我们测试一个 3MHz 的电磁波信号，我

们将选频电磁辐射仪器的测量频率误差应优于±3kHz。通过对仪器厂家调研，主流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

均能满足频率误差小于被测频率 10-3 数量级要求。 

参考 IEC62232：2017 中 B3.1.2.2 中表 B.6 对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的监测仪器电性能基本要求做了

如下规定： 

表 B.6  选频测量系统要求 

频率响应 最低检测水平 动态范围 线性度 各向同性 a 

900MHz-3GHz 

±1,5dB <0.01mW/m2(0.06V/m) 

测量带宽中的信噪比

至少为 10dB 

>60dB ±1.5dB 

<900MHz:<2dB 

900MHz-3GHz:<3dB 

>3GHz:<5dB 

<900MH 和>3GHz  

±3dB 

用于要测量的频率 

a  建议使用具有各向同性响应的探头和测量天线。 如果对测量进行后处理以获得总场强（等效于

各向同性探头/测量天线的测量），则允许使用单轴（例如偶极子）和定向测量天线。 

从参数设置上来看，我国的 HJ/T 10.2-1996 与 IEC62232：2017 推荐的标准对选频式辐射监测仪的电

性能都有不同的要求；从参数具体要求来看，我国的 HJ/T 10.2-1996 与 IEC62232：2017 推荐的标准之间

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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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而言，评价其仪器电性能参数应包括频率响应、线性度、各向同性、

动态范围、探头检出限、频率误差。 

对普遍使用仪器厂商开展调研：包括国外某厂商和国内某厂商。 

国内某厂商仪器型号：LF-30 中短波选频电磁场探头，测量频率范围 9kHz-30MHz。 

表 1  LF-30 电性能参数 

项  目 
指    标 

电场 磁场 

频率响应 
≤±1.5dB 

其中短波频段≤1dB 

≤±1.5dB 

其中短波频段≤1dB 

动态范围 86dB 86dB 

线性度 ≤±0.8dB ≤±0.8dB 

频率误差 
小于被测频率的 0.5×10-3 数量

级 
小于被测频率的 0.5×10-3数量级 

上、下检出限 
下检出限 0.05V/m 

上检出限 1000V/m 

下检出限 1mA/m 

上检出限 20A/m 

各向同性 ≤0.5dB ≤0.5dB 

国外某厂商仪器型号： EHP-200A，测量频率范围 9kHz-30MHz。 

表 2  EHP-200A 电性能参数 

项  目 
指    标 

电场 磁场 

频率范围 9kHz~30MHz 9kHz~30MHz 

上、下检出限 
0.1~ 1000 V/m 

前置放大 0.02~200 V/m 

9kHz~3MHz：0.03~300A/m  

前置放大 6mA~60 A/m 

300kHz~30MHz：0.003~30A/m  

前置放大 0.6 mA~6 A/m 

动态范围 80dB 80dB 

频率响应误差 
±0.5dB 

@20V/m，0.1~27MHz 

±0.8dB,@166mA/m，0.15~3MHz 

±0.8dB,@53mA/m，0.3~27MHz 

线性度 0.5 dB 0.5 dB 

频率误差 小于被测频率的 10-3 数量级 小于被测频率的 10-3 数量级 

各向同性 ±0.8dB ±0.8dB 

电场强度下检出限：参考 IEC62232：2017（＜0.06V/m）、实测（1 V/m）、普遍使用仪器指标（下

检出限分别为 0.05V/m、0.02V/m），得出应≤0.05V/m。 

电场强度上检出限：目前适用的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器探头均为中波、短波电磁场探头集成一体的，

其仪器指标（上检出限）均为 1000V/m，结合实测与理论预测，确定上检出限≥500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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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探头检出限得出，动态范围为 dB80
05.0

500
log20 = ，因此得出动态范围应≥80dB，也满足参考

IEC62232：2017 的要求（>60dB），普遍使用仪器指标也能满足 80dB 要求。 

磁场强度下检出限，结合实际（0.005A/m）、普遍使用仪器指标（下检出限分别为 1mA/m、0.003A/m），

考虑到部分短波台发射功率可能更小，如在远场区 E=377H，得出应≤0.001 A/m，并由动态范围为 80dB

得出上检出限应≥10A/m。 

频率响应：参考 IEC62232：2017（＜900MHz：±3dB）、普遍使用仪器指标（频率响应分别为±1.5dB、

±0.8dB），得出频率响应≤±1.5dB。 

线性度：参考 IEC62232：2017（±1.5dB）、普遍使用仪器指标（频率响应分别为≤±0.8dB、±0.5 dB），

得出线性度≤±1dB。 

各向同性：参考 IEC62232：2017（<900MHz:<2dB）、普遍使用仪器指标（频率响应分别为≤±0.5dB、

±0.8 dB），得出各向同性≤1dB。 

频率误差：结合 HJ 10.2 及普遍使用仪器指标，得出频率误差应小于被测频率的 10-3 数量级。 

表 3 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电性能基本要求 

项目 电场指标 磁场指标 

频率响应 ≤±1.5dB ≤±1.5dB 

线性度 ≤±1dB ≤±1dB 

动态范围 ≥80dB ≥80dB 

上下检出限 
探头的下检出限≤0.05V/m 

且上检出限≥500V/m 

探头的下检出限≤0.001A/m 

且上检出限≥10A/m 

频率误差 ＜被测频率的 10-3 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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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关于“监测方法” 

5.6.1 资料收集 

明确监测前应收集的相应信息。 

5.6.2 监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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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短波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因子为射频电磁场。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表 1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注 3 的要求：100kHz 以上频率，在远场区，可以只限制电场强度或功率密度，或等效

平面波功率密度，在近场区，需同时限制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因此明确在远场区，可以只监测电场强度

（或功率密度）；在近场区，需同时监测电场强度、磁场强度。 

远近场划分参见《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广播电视》（HJ 1112）的规定。 

5.6.3 监测布点 

按 HJ1112的规定执行。HJ 1112 中已根据不同监测对象和目的，制订了监测布点的基本原则。 

短波台监测重点关注两个方面：断面及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对天线波瓣最大辐射方向场强开展断

面监测即可掌握短波台周围场强分布情况。 

（1）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监测 

明确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布点位置，室外监测时，点位优先布设在公众日常生活或工作距离天线最

近处，不宜布设在需借助工具（如梯子）或采取特殊方式（如攀爬）到达的位置；室内监测时，点位优先

布设在朝向天线的窗口（阳台）位置，探头（天线）应在窗框（阳台）界面以内，也可选取房间中央位置。

探头（天线）与家用电器等设备之间距离不少于 1m。 

明确了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监测点位的设置应考虑电磁场在面向发射天线侧不同楼层的分布情况。

通过监测结果可知，电场强度在窗内随着楼层的增加而增大，所以为掌握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电磁辐射

环境影响，监测点位的设置应考虑电磁场在面向发射天线侧不同楼层的分布情况。 

当前，多程式的短波转动天线是大功率短波转动天线的发展趋势，该转动天线是由背靠背安装的高、

低频段两套同相水平天线组成，可组合成八种不同的工作模式，相当于 8 副天线，可以最大 500kW 发射

功率满足不同距离、不同方向覆盖需要。因此，当被测对象为转动天线时，应对天线不同发射方向评价范

围内的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进行监测。 

（2）断面监测 

在对短波台进行监测时，波瓣（主瓣、副瓣或后瓣）最大辐射方向场强断面监测对实际监测至关重要。 

首先：对短波台最大辐射方向最大场强断面进行监测，可以掌握短波台周边的最大场强分布及影响情

况；其次结合最大辐射方向最大场强断面的监测结果，可以与 GB 8702 及 HJ 10.3 进行对标，以明确达标

位置；另外由于短波天线数量多，占地面积大，实际监测中极难确定最大辐射方向，须提前开展定位，确

定天线最大场强的分布线；最后，因短波台最大场强定位具有特殊性和专业性，为提高监测效率，应由建

设单位或天线设计单位给出最大辐射场强方向及定位，并对其定位结果负责。监测单位按照定位开展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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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某台短波幕形天线平面示意图 

全向天线：全向天线四周场强分布是随着距离增大而逐渐减小，理论状态下成同心圆分布递减，但实

际监测中各方向仍存在偏差。短波天线型式众多，短波全向天线以角形天线为例，根据理论计算及现场监

测，在近场区，其天线振子方向的场强值相较于天线夹角方向的场强值要更大些。因此在对角形天线断面

监测点位布设时以天线振子地面投影几何中心点为起点，沿天线辐射场强方向开展断面监测，监测点间距

取 10m，也可根据现场条件设定监测点位间距，顺序监测至背景值处。由于短波主要是以天波方式传播，

根据理论计算和实际监测，其场强衰减较快，因此监测至背景值处即可。 

定向天线：定向天线场强主要分布于主瓣方向，背瓣及副瓣方向场强相对较小。实际监测中定向天线

监测点位布设在以天线投影几何中心点为起点，沿天线波瓣最大辐射场强方向开展监测，监测点间距一般

为 10m，也可根据现场条件设定监测点位间距，顺序监测至背景值处。 

选择几何中心点作为起点，因为一般环评预测的 0 米点也在几何中心点，几何中心点为天线的中心便

于参照开展监测；而不以场强最大值处为起点，因为定向天线场强最大值处不确定，需由现场监测后确定

位置，由场强最大值处为起点易造成监测的不连贯性，靠近天线区域断面存在监测空白区，不利于掌握天

线周边场强真实分布情况。 

监测点间距取 10m，通过实地监测 10m 间距可以较好的反应整个断面的衰减情况，达标位置等重点关

注点位附近可加密布点，以便确定具体位置。一般短波台离天线较远处场强值已明显减小，可适当增大监

测距离，因此可根据现场条件设定监测点位间距。 

监测点位应选择地势平坦、空旷处，并避开建筑物、树木、输电线路等。 

500米 

 

 

 

 

天线区 

天线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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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监测高度 

结合一般人体高度、短波场强空间分布及现场监测比对，明确测量仪器探头（天线）距地面（或立足

平面）1.7m。也可根据不同监测目的，选择监测高度，并在监测报告中注明。 

5.6.6监测工况 

在短波台正常播音时段进行，选择被测对象的最大发射功率运行状态下监测。 

短波广播天线发射的电磁波主要依靠电离层反射，即天波传播。而短波依靠天波传播再通过电离层镜

面般的反射，传输距离可达上万公里。由于短波天波波束较宽，射线发散性较大，而电离层是分层的，电

波传播时可能多次反射，因此在一条通信链路中通常存在多种传播路径，即存在多种传播模式。 

 

图 2  传输路径示意图 

由于电离层传输媒质的随机时变性，使得信号传输损耗、多径时延和干扰等都随频率、时间、地点等

而随机变化着。为了可靠通信，短波广播会在不同时刻选用不同的工作频率，但为了避免换频次数太多而

导致通信意外中断，通常一日之内使用两个（日频和夜频）或三个频率，一般是在日出和日落时间换频。

而短波发射机的工作频率和工作模式又对天线周围的场强分布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现场监测时就需要根

据短波发射机的实际发射工况选择在被测对象最大发射功率运行状态下进行监测。 

5.6.7监测读数 

根据 GB8702 要求，0.1MHz~300GHz 频率，场量参数是任意连续 6 分钟内的方均根值。 

同时，根据 ICNIRP PUBLICATION – 1998 中多处提到场量参数是任意连续 6 分钟内的方均根值。IEEE 

Std C95.1-2019 4.3 中，针对全身照射和局部照射的 SAR 值分别提出了为任意 30 分钟和任意 6 分钟平均值

的说法。 

因此，不论是对标国家标准 GB8702-2014 还是国际现行的导则标准，均已明确采用连续 6 分钟内的方

均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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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标准中，明确了监测时，每个测点每次监测时间不少于 6 分钟，读取监测仪器连续 6 分钟监测值

的平均值。 

5.7 记录 

明确监测时应记录的信息及结果。 

选频监测结束时，需保存频谱分布图，主要包含监测时段内的频谱图、被测对象的频率、分辨率带宽、

监测时间、监测结果等。 

提出记录和报告参考格式，具体见本方法附录 A。 

5.8 质量保证 

原则性规定开展监测的人员、仪器、数据处理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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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无同类短波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 

6.2  国内同类标准情况 

相较于其他电磁类建设项目，短波广播有其自身的特点，现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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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广，对开展短波台电磁辐射环境监测存在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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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本标准是对短波台进行环境监测管理的依据，具有重要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可为科学解释短波台

环境监测提供技术支撑。 

7.2 技术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短波台的环境管理与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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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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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征求意见稿初稿审查情况 

2020 年 8 月 26 日，生态环境部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技术审查会。会上提出的 5

条修改建议，修改、完善情况如下：  

1、完善术语和定义。 

在标准文本中根据《广播电视术语》（GB/T 7400-2011）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

定》确定了“短波广播”的定义。 

补充了《电工术语 无线电通信 发射机、接收机、网络和运行》（GB/T 2900.54-2002）中“发射台”

的定义。 

删除“广播发射台”、“转动天线”的定义。 

2、明确监测仪器的检波方式，核实监测仪器电性能指标的检定情况。 

已在标准文本监测仪器基本要求明确监测仪器的检波方式应为方均根值检波方式。 

通过调研，监测仪器检定项目可根据客户具体要求进行，并由检定机构出具相应指标的检定证书。 

3、完善监测布点描述，明确监测结束时，保存频谱分布图。 

删去“监测时，应根据监测目的，开展监测布点”，明确监测布点按 HJ 1112的规定执行。因为 HJ 1112

中已根据不同监测对象和目的，制订了监测布点的基本原则。 

确定短波台监测重点关注两个方面：断面及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 

全向天线：以天线振子地面投影几何中心点为起点，监测路径沿天线辐射场强方向进行。 

定向天线：以天线地面投影几何中心点为起点，监测路径沿天线波瓣最大辐射场强方向进行。 

确定监测点位间距一般为 10m，也可根据现场条件设定监测点位间距，顺序监测至环境背景值处。删

除监测范围同 HJ 1112中评价范围。 

增加典型天线场强断面监测布点图。 

明确监测结束时，保存频谱分布图。 

4、修改现场监测记录表（二），增加备注与远场区、近场区距离。 

现场监测记录表（二）中“监测参数”修改为“监测因子”，增加“天线编号”、“备注”与远场区、

近场区分界距离。 

补充当被测对象为转动天线时，需备注天线发射方向。 

5、专家和代表提出的其他建议 

专家和代表的其他建议及修改、完善情况见表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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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审查会专家的其他意见和建议修改情况 

表 4 专家的其他意见和建议处理表 

序号 意见和建议 处理意见及理由 

1 

4.2.1.1中量程、分辨率与表 1 中

电性能指标不一致。 

采用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即可，

非选频式宽带电磁辐射监测仪不

适用。 

采纳。 

明确监测仪器应采用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

仪，其电性能应满足表 1要求。 

编制组确定在对短波台进行测量时，应采用

选频式宽带测量仪。标准文本中删除非选频

式宽带电磁辐射监测仪相关内容。 

2 
建议监测工况中“被测发射机”修

改为“被测对象”。 
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