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J □□□□-20□□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方法 

（试行）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 for  

regional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quality（on trial） 

（征求意见稿） 

 

 

 

 

 

 

 

 

 

 

 

 

 

 

20□□-□□-□□发布 20□□-□□-□□实施 

生 态 环 境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生态环境标准 
 

 

 

发 布 

 
附件 2 



HJ □□□□—20□□ 

ⅰ 

目  次 

 

前  言 ......................................................................II 

1 适用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1 

3 术语和定义 ................................................................1 

4 评估区域 ..................................................................1 

5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 ......................................................2 

6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评估 ......................................................3 

7 质量保证 ..................................................................4 

附  录  A（资料性附录）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记录单 ........................5 

附  录  B（资料性附录）区域电磁环境质量评估报告单 ............................6 

附  录  C（规范性附录）区域电磁环境质量指数地图标注颜色示例 ..................7 

 



HJ □□□□—20□□ 

ⅱ 

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防治电磁辐射污染，规范区域电磁

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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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要求及内容。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的附录 A 和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附录 C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四川省辐射环境管理监测中心站、北京市核与辐射安全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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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方法（试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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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要求及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的监测与评估。 

本标准不适用于电磁辐射设施（设备）的监测与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8702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电磁环境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存在于给定场所的所有电磁现象的总和。 

3.2 电场强度 electric field strength 

矢量场量E，其作用在静止的带电粒子上的力等于E与粒子电荷的乘积，其单位为伏特每米（V/m）。 

3.3 电场强度占标率 electric field strength percentage of standard 

电场强度与限值的比率。按照 GB 8702 中评价方法的公式计算，由监测仪器直接读取，用百分数

（E%）表示。 

3.4 电磁环境质量指数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quality index 

用于表征评估区域电磁环境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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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指数由评估区域内区块

指数的算术平均值得到，用 EQI 表示。 

4 评估区域 

评估区域由一个或数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城市建成区组成。也可根据需求调整评估区域。 



HJ □□□□—20□□ 

2 

5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 

5.1 环境条件 

监测时的环境条件应符合监测系统的使用要求。 

5.2 监测频段 

0.1MHz~6GHz。 

5.3 监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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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监测时间 

根据评估区域的大小及环境条件，一次巡测工作可分多个工作日完成。 

监测时间为5:00~23:00。也可根据需求在其他时段进行测量。 

5.5 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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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 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器 

使用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器获取每个测量点位的监测读数。其基本电性能应符合下表1要求。 

表 1 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电性能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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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头的检出下限≤0.05V/m 

且上检出限≥100V/m 

线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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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仪器的探头（天线）采用各向同性探头，工作频段能够覆盖监测所需的频段。 

监测仪器的检波方式为方均根检波。 

监测仪器的工作性能应满足车载式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的需求。 

5.5.2 卫星定位设备 

用于获取每个测量点位的经纬度，并将其与测量点位对应的监测读数关联起来标记在电子地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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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定位设备可以是独立的装置，也可以集成在监测仪器中。 

5.5.3 数据采集设备 

用于自动连续记录和存储每个测量点位的实时监测结果。 

5.6 监测高度 

使用合法可上道路行驶的车辆作为监测系统搭载平台，车顶较平坦，且有足够空间架设监测仪器。 

监测时，探头（天线）距地面（或立足平面）1.7~2.5m。也可根据需求，在其他高度进行监测。 

5.7 监测布点 

车辆搭载监测系统沿评估区域内的公共开放道路巡测，测量点位间距不大于 5m。 

在遵守交通规则和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下，车辆行驶速度控制在 60km/h 以内。 

5.8 监测读数 

读取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的实时值，包括电场强度及其对应的电场强度占标率。 

5.9 记录 

5.9.1 监测条件的记录  

记录环境温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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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天线）型号和编号、车型及探

头（天线）架设高度。 

5.9.2监测结果的记录  

每个测量点位应记录电场强度、电场强度占标率、经纬度、测量日期及时间，还应记录频谱数据和

频谱图。 

6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评估 

6.1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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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中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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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中计算。 

6.2 区块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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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式（1）计算每个网格区块电

磁环境质量指数 EQI 区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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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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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所得 EQI 区块对应表 2 中电磁环境质量指数区间给出评估结果。 

6.3 区域评估 

按式（2）计算区域电磁环境质量指数 EQI： 

𝐸𝑄𝐼 =
∑ 𝐸𝑄𝐼区块

𝑖

𝑁
𝑖=1

𝑁
 …………（2） 

式中： 𝐸𝑄𝐼区块
𝑖
——网格区块 i的电磁环境质量指数； 

 𝑁——评估区域内的网格区块数量。 

计算所得 EQI 对应表 2 中电磁环境质量指数区间给出评估结果。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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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质量保证 

监测机构应当具备与所从事的电磁辐射环境监测业务相适应的能力和条件。 

监测仪器（包括天线或探头）应定期检定或校准，并在其证书有效期内使用。 

每次监测前后均应检查监测系统，确保监测系统在正常工作状态。 

监测人员应经业务培训，现场监测工作应不少于 2 名监测人员才能进行。 

监测人员应确保巡测数据点位与车辆行驶路径相符。 

监测时应排除人为干扰因素。 

任何存档或上报的监测和评估结果应经过复审。 

应建立完整的监测文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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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记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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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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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评估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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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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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评估结果 

电磁环境质量指数 EQI=_____； 

电磁环境质量指数级别：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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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区域电磁环境质量指数地图标注颜色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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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