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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使用电磁辐射分析仪对某办公大楼内的计算机房及周围办公环境中的综合电场强度进行测量，并将测量结
果与相关国家标准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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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analyzer is used to measure the comprehensive electric field intensity
inside and around the computer room in an office building. And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relevant national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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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大数据、云计算已经
渗透到各行各业，在很多办公大楼中都有大型计算
机房，机房内部运行着大量的服务器、交换机、路由
器、电源等设备。这些设备只要处于工作状态，就会
向外辐射频谱成分丰富的电磁波[1]，使得机房内部和
周边办公环境中的工作人员内心焦虑不安，担心电磁
辐射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事实上，在人们生活的环境
中大到基站、变电站、计算机房，小到电脑、电视、无
线路由器、手机等日常生活必备品，电磁辐射几乎无
处不在。国内外针对各种类型的电磁辐射都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科学实验证实：过量的电磁辐射
是有害的，但是当电磁辐射水平在比较小的范围内
时，对人体是安全无害的 [2,3]。对于电磁辐射水平是
否超标，国内外均有相关标准规范来约束。
作者简介：杨文丽：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陕西监测站工程师。
刘艳洁：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陕西监测站工程师。
简 晨：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陕西监测站工程师。

62 DIGITCW

2018.09

本文 对中石油某办 公大楼 计 算 机 房及周围普
通办公室内的电磁辐射展开测量，并将测量结果与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4]中给出的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进行比较，确定计算机房及周围
普通办公室中电磁辐射是否超标。

2 测量方案
2.1 测量依据
测 量 方 法 、测 量 仪器 的 选 择 依 据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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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电磁辐射评价依据标准：《电磁环境控制
限值》（GB 8702-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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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9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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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测量参数及仪器
2.2.1 测量参数的选择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规
定：100k Hz以下频率，需同时限制电场强度和磁感
应强度；100kHz以上频率，在远场区可以只限制电
场强度或磁场强度，或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4]。
计算机房内主要电磁辐射频率一般大于100kHz，
根据上 述标准，本次测量 只对电场强度参 数进行
测量。

2.2.2 测量仪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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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对环境电磁辐
射进行测量时可选用各向同性响应或有方向性电场
探头或者磁场探头的宽带辐射测量仪。采用有方向
性探头时应在测量点调整探头方向以测出测量点
的最大辐射电平 [5]。
本次测量使用德国Narda公司生产的非选频电
磁辐射分析仪（型号NBM550）加各向同性电场探头
（型号EF0391）对待测环境中的综合电场强度进行
测试，单位V/m。测量仪器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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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受照 射剂量限值不应大于《电磁环境 控制限
值》（GB 8702-2014）的要求 [6]。
将测得的环境综合电场强度与《电磁环境控制
限值》（GB 8702-2014）中给出的公众曝露控制限
值进行比较，本次测量频段涉及的控制限制参数详
见表1[4]。表中频率单位为所在行中第一栏的单位。
表1 公众曝露控制限值
频率范围

电场强度E(V/m)

0.1MHz-3MHz

40

3MHz-30MHz

67/

30MHz-3000MHz

12

3000MHz-15000MHz

0.22

f

f

根据表1中各频段的曝露控制限值，对本次测
量，选取电场强度曝露限值的标准为12V/m（最严

格限值），最终以测量的综合电场强度与该限值标
准作比较，判定工作环境中的电磁辐射是否在标准
限值内。

2.4 测量布点
测量布点原则：测量点应位于计算机房内部或
外部，并相对于计算机房具有不同的距离、不同的
方位和不同的高度（楼层），根据电磁波传播的衰减
特性，通过对典型点的测量进而可评估整体环境中
的电磁辐射情况。
根据现场勘查，计算机房位于办公大楼的24F、
25F东边及南边房间，楼层为回字形，北向、西向为
普通办 公房间，南向、东向为 计算 机房，房间分布
示意图如图2所示。因此本次测量主要布点于23F、
24F、25F、26F中的计算机房内或普通办公室中。

图1 非选频电磁辐射分析仪

2.2.3 测量频段

测量频率范围为：100kHz-3GHz，覆盖计算机
房中电磁辐射的主要频段。

2.3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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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J/ T 10.3-1996）中规定公众

图2包含计算机房的楼层房间分布示意图

计算机房内部测量位置：选择易于布放测量设
备、且便于测量操作的点。
普通办公房间内部测量位置：一般选择房间正
中央位置，与办公环境中的电脑间隔0.5米以上，以
保证测量值为环境电场强度而非近 距离接触办公
室内部辐射源（电脑）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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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高度：距离地面垂直高度1.5米处（正常坐
于工位时，人头部距离地面高度）。
根据上述原则，本次测量共选择17个测量点，
包含位于24F的信息中心机房，位于25F的电池房、
电源房、云计算中心机房，其余测量点分布在四个
楼层的普通办公房间。

2.5 测量时间

测量点5对应的房间为普通办公房间，但是房
间内有无线路由器，位于房间中间约1米多高度处。
测量时电场探头离无线路由器距离约1米左右，测
量场景如图4所示。对无线路由器近 距离测试（距
离10cm内），测得综合电场强度平均值为3.93V/m。
由此可知该房间综合电场强度值较大是由无线路由
器引起。

电磁辐射测量在时间上应尽可能与日常工作时
间相一致。在时间上按照正常办公时间选择：
上午：8:00-12:00；下午：14:00-18:00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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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测量时间的要
求，每个小时内应对测量点进行一次测量，且每个
测量点连续测量5次，每次测量时间不小于15s，并
读取稳定状态的最大值。若测量读数起伏较大时应
适当延长测量时间（最长至6分钟）[5]。

2.6 数据处理
（1）对每个测量时段内、每个测量点连续5次
测得的综合电场强度值求平均，作为该测量位置的
综合电场强度值。
（2）选取每个测量点的不同时段测得的综合电
场强度值中的最大值与本文第四部分给出的电场强
度限值12V/m进行比较，判断电磁辐射是否超标。

3 结果分析
各测量点综合电场强度最大值如图3所示，横轴
代表测量点编号。从图3可看出：所有测量点的最大综
合电场强度为1.44V/m，远低于表1中的限值12V/m；
综合电场强度相对较大的测量点为5，9，12。

图4 测量点5测量场景

测量点9为电池房，房间内电池数量较多，较普
通办公环境辐射稍大。
测量点12为云计算中心机房，但是测试当天设
备没有上电。该房间不同时段测量数据如图5所示。
从图5可看出：该房间只是个别时段值相对较大，分
析原因可能是机房工作人员打电话引起。经测试发
现：电话在拨 通 过程中的近 距离（10厘米以内）综
合电场强度测量值最大可达到10V/m左右。另外测
量点6为信息中心机房，设备为正常工作状态，该房
间内综合电场强度最大值为0.6V/m，小于云计算机
房内的最大值。
由此可得出：受机架的屏蔽作用，计算 机房内
设备的电磁辐射对环境影响很小，小于手机、无线
路由器等常用无线发射设备。

图3 17个测量点的综合电场强度最大值（V/m）
图5 不同时段综合电场强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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