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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室内电磁环境污染及其防护
Indoor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buildings and its protection
张天淼
（北京朝阳区外国语学校，北京 100102）
摘要：近年来，人们开始逐渐关注建筑室内环境健康问题，其中电磁辐射污染作为一种物理性污染也备受关注，其
来源广泛，具有累积性、潜在性、隐蔽性和可控性的特征。本文在分析室内电磁辐射污染源及其危害的基础上，提
出针对室内电磁环境控制与防护的可行性建议，旨在为人们创造一个真正无电磁辐射污染的“绿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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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door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pollution in buildings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door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pollution has a wide range of sourc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cumulation, potential,
concealment and controllabi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door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pollution sources and their
hazard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indoor electromagnetic environment control and protection,
aiming at creating a truly “green environment” without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pollution for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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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831 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规律以来，电磁学的发
展至今虽只有 100 多年的历史，却发展迅猛。目前，电磁技
术已应用到各个领域，人类发明了许多利用电磁能工作的
设施,它们在给人类生活工作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
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人类是从 20 世纪 60 年代才开始意
识到电磁辐射所带来的污染，近些年随着人们电磁防护意
识的增强，我国受理的电磁投诉案件也逐渐增多，其中多
是关于移动通讯基站、变电站、输电线、电视广播发射塔等
大中型电子和电气设备的，尤其家用电器和现代办公设备
对建筑室内产生电磁辐射污染更为突出 [1]。因此，明确室
内电磁辐射污染所带来的危害及可采取的有效防护措施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电子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工业、
科研、医疗、通信、广播等诸多领域大量使用电磁设施设备，
城市空间中充斥着不同频率的电磁波，电磁辐射量随之大
幅增加，人类正面临着日益复杂、恶化的电磁环境，引发了
城市新问题-电磁辐射污染。根据 1997-1998 年国家环保
总局的电磁辐射环境污染调查得知，我国部分电磁设备附
近环境存在电磁辐射超标的现象。
如今，室内和室外的电磁环境已融为一体，日趋复杂的
城市电磁环境的变化必将导致室内小环境的电磁辐射发生
变化。虽然我国目前城市电磁环境质量整体状况良好 [2-8]，
但个别市的辐射源早已造成一定的污染 [9]，甚至部分地区
复合功率密度出现超标的现象 [10]。万志勇等 [11] 通过对江西
省城市室内环境电磁辐射调查也发现，该地区的室内环境
电磁辐射仍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周围各类通讯基站的建
设，此时室内环境中电磁辐射强度要高于其他环境。由于
城市不断发展和扩张，大量的广播电视发射台和移动通信
表1

发射设备安装到居住人口多的地带，高压输电线穿过人口
密集的住宅区域，同时由于设备的日益增多，造成的复合
电磁场频率也增大了，从而使局部居民生活区形成强场区
而受到污染 [3]。人体如果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就可能
引起多种疾病。如据住在北京东北角的东润枫景的一些居
民反映入住后有头昏、失眠、烦躁、神经衰弱、记忆力减退、
心率加快、易疲劳等症状，原因就是住宅区周围耸立着两
座无线电广播发射塔的电磁辐射所致。
近年来，居民住宅的人为电磁辐射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除了建筑外环境中电磁设施的影响，还源于家用电器和电
子设备的辐射。它们在使用时会辐射出各种频率和功率的
电磁波，从而形成复合电磁场，使室内这个小环境的电磁
能量密度不断增加，造成空间电磁环境恶化。同时，由于
人们对电磁辐射危害认识不足，不能对电器设备进行合理
的布局，无形中增强了电磁辐射的危害。另外，由于室内
居住空间的局限性，无法使辐射源与人体保持一定的距离，
长期处于这样一个密闭且复杂的电磁环境中，必然会受到
影响 [1]。种种迹象表明城市建筑内的电磁环境不容乐观，
大城市尤其严重，电磁污染纠纷时常发生。因此，我国的
室内电磁环境污染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

1

室内电磁辐射的来源及其特点

1.1 电磁辐射源分析
现代社会的人们全天有超过 80%的时间活动在建筑空
间里，必须确保室内电磁辐射污染危害尽可能的低，为了
更好的研究室内电磁辐射的监控与防护技术，保证室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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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安全运行和人员的健康，首先对建筑室内电磁辐射污染
的来源做些介绍，常见的辐射源如表 1 所示。
室内环境的电磁场是由家用电器或者电子设备产生的
电磁场、室外的电磁辐射源辐射到室内的电磁辐射能和地
球的低强度、低频电磁场三部分构成。科学研究表明，天然
产生的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影响很小，是基本没损害的。人
工电磁辐射才是威胁人体健康，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根据建筑物室内外环境来区分电磁辐射污染源 [12]，从室外
环境来看，住宅附近的广播电视发射塔、移动通信基站、高
压输电线、变电站、微波发射装置构成室外庞大的电磁辐
射系统，会加剧室内电磁辐射的污染；从室内环境来看，微
波炉、电磁炉、电视等家用电器和电脑、无线电话等电子设
备在运行过程中会向室内环境发射一定频率的电磁波。城
市空间中的电磁波多为低强度、混合的射频波,而在室内环
境中主要为极低频电磁波，这些射频和工电磁波来源都与
居民的生活相关。射频波频率较高且频谱范围较宽，其电
磁辐射的影响范围也较大，多来自于雷达、通信、电视广播
及某些医疗设备等。工频电磁波多来自于高压输电电力线、
室内电线分布以及各种使用交流电的设备等，输变电线路
和家用电器工作时，周围会产生工频（50Hz）电磁场，它们
是导致建筑室内环境磁场强度升高的主要因素。由于距离
更近，家用电器所产生的电磁影响远远高于电力设施产生
的电磁影响。
1.2 电磁辐射特点分析
电磁辐射污染作为第四大环境污染[13]，具有“看不
见、摸不着”的特性，是一种能量流污染，对环境的污染比
较隐蔽，因此，我们不能等闲视之，必须认识和了解电磁辐
射对室内环境污染的特点，才能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控
制电磁辐射污染的危害，防患于未然。
1.2.1 累积性
人体是一个导电体,电磁辐射作用于人体在产生电磁
效应的同时,有部分能量沉积在体内。如长期处在这种低
剂量电磁波照射下,就会对人体产生不可逆转的损害。同
时由于室内环境相对较封闭，电磁波在室内传播路径比较
复杂不易消除，局部空间可能场强过高。如不采取有效的
措施，电磁辐射会对人体和设备造成影响。
1.2.2 潜在性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电磁波既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
信息载体和能量流载体,又是潜在的环境污染要素。当室
内环境中电磁场强度超过一定限值时,就会对公众的身体
健康产生潜在的、长期的影响。研究发现：若人类长期处于
极低频电磁场中，诱发癌症的可能性就会大为增加。随着
冰箱、微波炉等各类家用电器的普遍使用，平常生活中人
们接触到极低频电磁场（如工频 50Hz）的机会也逐步增多，
若受到电磁波的长期影响可能导致癌症的发生。迄今为止，
国内外的大量研究结果显示：电磁辐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
人体造成危害，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源。
1.2.3 隐蔽性
电磁辐射污染一种新型的物理性污染，无色无味无形，
人的感官难以觉察，凭借专业的测试仪器才能监测到。不
同波长的电磁波均可穿透人体，若长时间待在超标的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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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环境中，人体细胞会发生畸变和病变。据统计，人们
基本有 80%的时间待在室内，如此漫长且隐蔽的危害过程，
使很多受电磁辐射侵害的原告无法证明污染事实及与自身
健康的因果关系，纷纷败诉，被害人的境地十分悲惨 [14]。
1.2.4 可控性
根据电磁设备的性能和发射方式，可以初步估算出电
磁辐射设施释放到室内环境的电磁能量密度，通过调控其
发射功率和增益可对室内电磁辐射污染进行防护。为了最
大限度的发挥电磁辐射的经济性能，应对室内外电磁辐射
源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可以有效的减少对室内环境的污染。

2

室内电磁辐射污染的危害

2.1 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至今的相关研究没有关于电磁辐射对人体危害的定性
结论，但国内外流行病学调查和大量的试验研究已经证明，
电磁辐射可造成广泛的生物损伤效应。当室内环境中电磁
辐射超过一定强度时,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严重
时甚至危害人类生命安全。早在 1998 年，世界卫生组织就
公布了“电磁辐射对人体五大影响”的调查结果。室内环
境中些许微弱的电磁波都会影响人体的生物电活动，若长
期生活在电磁污染严重且有很多电器密闭的房间中,人体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5]。复合电磁波特别是高频、高强电磁
波会严重影响人体的生理健康，容易引起癌症、白血病、肿
瘤、白内障、不孕不育等疾病，就曾出现过“因高压线的电
磁辐射污染导致儿童患白血病”的案例 [16-17]。也有资料表
明：生活在 0.2μT以上的低频磁场环境中，会造成中枢神经
机能紊乱、心血管系统失调，从而影响人体健康。美国电
磁学专家在“电磁场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报告中指出，长期
处于极低频电磁环境中可能诱发癌症和退化性疾病。
2.2 对电器设备的影响
许多电子设备内部电路工作时一般处于低压状态，处
于室内这个小环境的电子设备就很容易受到外界各种电磁
波和室内其他电子设备的辐射干扰，造成其性能下降至无
法工作，甚至引起事故和设备损坏。例如：原本位于郊区的
广播电台发射站随着城市扩建被市区所包围，其发射出的
电磁辐射会干扰周围百姓收看电视。运行中产生的微弱电
磁辐射还有可能泄露你的电脑机密，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3

室内电磁辐射污染控制对策

室内环境的电磁容量究竟是多大，目前国内外尚无客
观的科学的论证，但各国都十分重视愈来愈复杂的室内电
磁环境及其广泛的影响，力图将室内电磁辐射水平控制在
合理范围内，从而保障环境和生命健康。现如今电磁环境
控制和健康保障与电磁辐射污染防治已成为一个迅速发展
的新学科领域。
3.1 完善室内电磁辐射标准体系
从 1988 年起，国家先后制定了《电磁辐射防护规定》
《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微波和超短波通信设备辐射安全
要求》等标准。过去 30 多年了，现在的电磁环境早已不同
于往日，当时制定的标准已不能适用于如今的人居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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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而且一直没有确立具体关于居民电磁环境的标准，
无法有效防止电磁辐射污染的环境危害及对公众的健康。
国外治理电磁辐射的经验表明，通过制定各种电磁辐
射控制标准，对改善居民环境，预防电磁辐射危害具有重
要作用 [18]。因此，应该尽快制定室内电磁辐射标准，使辐
射量在规定的限制内，保障人们在室内的生命安全和设备
的正常运行；制定各种法规、监察管理条例,依法治理室内
电磁污染。还要根据室内电磁辐射的来源及其分布情况和
辐射特点提出适用于建筑室内的电磁辐射源的管理模式，
并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以适应形势的需要，
为实现“绿色建筑”奠定基础。
3.2 室内电磁辐射的监测
室内定期进行电磁辐射检测,及时了解建筑内电磁辐
射污染的程度，可有效防止电磁辐射污染。目前普遍采用
的电磁辐射测量方法有辐射源检测法和一般电磁环境测量
法两种。室内的家用电器或办公设备的电磁辐射可采用电
磁辐射源的检测法；一般电磁环境测量法是针对通讯设备、
广播电视发射塔、高压输电线、变电站等对象，可对附近建
筑的环境电磁辐射污染状况及其分布规律进行监测 [19]。同
时采用这两种检测方法，可全面掌握室内电磁环境受分别
受建筑物内和外环境这些电磁辐射源的辐射程度。
3.3 室内电磁污染的防护技术
目前，消除电磁污染主要采取电磁屏蔽技术、接地、吸
收防护、线路滤波、距离防护、个体防护等手段。总的来说，
电磁污染可以从辐射源、传播途径和接受体三方面入手进
行防护，为人类创造一个无电磁污染的安全绿色建筑环境。
3.3.1 控制电磁污染源
室内的电磁辐射污染来源于建筑外环境和室内小环
境，对其防护也要从这两方面入手。
对于工作中伴随电磁污染的系统，应根据国家有关标
准，控制在允许水平；对于发射系统，应根据有关规定合理
布局，尽量远离人群，控制发射功率等。对于小型室内电
磁污染源可采用电磁屏蔽、接地等方法将电磁污染限定在
尽可能低的水平，控制其对外界的电磁污染 [20]。
3.3.2 控制电磁污染传播途径
1）种植绿化带
广播发射台、变电站、长中短波通信发射台等大型电磁
辐射设施周围种植绿化带，特别是树叶茂密的植物，能有效
吸收和衰减设施周边环境中的电磁波，减少过量电磁辐射
对附近建筑和居民区的危害。实验证明 10m宽的林带可衰
减电磁波 2-3dB左右 [21]。因此，在居民区大面积种植树绿
化，可增加电波在传播媒介中的衰减，有效防止电磁辐射。
2）距离防护
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危害与辐射源的距离紧密相关。电
磁场强度会随发射源距离增大而急剧减少,所以增大与辐
射源的距离能起到有效的防护作用。合理的规划室外大型
电磁辐射设施布局，可保持建筑物内保持较低电磁场水平。
确保输电线路与民房的距离，根据国家规定制定输电线路
的走廊宽度，可防止输电线路对室内环境的影响。对于家
用电器和计算机、扫描仪、打印机、无线路由器等办公电子
设备要尽可能保持一定距离，防止其辐射的电磁能量对人

体造成危害，例如电视机、电脑显示器、微波炉等在使用时
保持 1～3m以上的距离就可基本避免其电磁辐射伤害。
3.3.3 控制被污染对象
1）个体防护
居住、工作在高压线、雷达站、电视台、电磁波发射塔
附近的人，生活在现代化电器自动化环境中的人，应定期
进行体格检查,并加强自身的电磁防护意识。同时要加强
体育锻炼，增加维生素的摄入，多饮茶，提高身体素质。特
别对于免疫低的病患、处于妊娠期的孕妇、小龄儿童、体弱
老人等应穿戴具有电磁防护功能的产品，如防护服、防护
眼镜、辐射防护屏等。
2）电磁屏蔽
屏蔽被公认是抑制电磁辐射最有效的手段。对家用电
器和电子设备，可采用电磁防护产品将微波炉、手机等屏蔽
起来，降低设备的电磁辐射强度，避免其对室内环境构成过
大的污染。但对于外环境的辐射源，只能对建筑空间进行
屏蔽，这种方法可以通过在建筑内外采用电磁屏蔽建材进
行防护，营造一个无辐射的“屏蔽屋”。国内外已经研究出
很多建筑电磁屏蔽材料，如俄罗斯发明的防电磁辐射导电
水泥，日本研制的电磁屏蔽玻璃、电磁波吸收幕墙 [22]、电磁
涂料 [23] 都能有效的屏蔽外环境对室内空间的电磁辐射，防
止室外电磁杂波透射对建筑内人体和仪器设备产生影响。
3）吸收防护
屏蔽手段并不能将电磁波消除，存在一定的弊端。电
磁波吸收材料 [24-25] 能吸收、衰减掉入射的电磁波，可用于改
善室内的电磁环境。建筑物在进行装饰装修时，可使用具
有电磁波吸收功能的建筑材料，消除室内空间的各个频段
的电磁波，有效降低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例如：设置
吸波材料或装置，可有效地将电磁场强降下来。也可在建
筑内外分别使用不同的吸波材料，同时吸收来自外环境和
室内空间的电磁辐射，从而达到防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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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技术的快速发展，现在的城市的电磁环境早
已不同往日，同样室内电磁环境也会有所变化。通过本文
的分析，使我们加深了对室内电磁辐射污染的认识，这对
于保障公众健康，净化室内空间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为进一步研究室内电磁辐射污染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博,王慧敏. 室内电磁辐射污染与防护[J]. 环境污
染治理技术与设备,2003,4(6):91-92.
[2] 王毅,徐辉,麻桂荣,等. 城市电磁环境的新问题[J].
城市管理与科技,2001,3(3):14-18.
[3] 殷建华,张建. 北京市局部地区电磁辐射监测结果
分析[J ]. 地球物理学进展,2006,21(4):1346-1351.
[4] 李建朝,陈于,丁莉,等. 重庆市社区环境电磁辐射监
测结果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2010,26(5):597-598.
[5] 黄彦柳,陆丹,陈东辉,等. 上海市电磁辐射地理信息
系统的开发与应用[J]. 东北大学学报,2006,32(1):69-72.
[6] 谢咏梅,庄振明,宋永忠. 南京市郊区县环境电磁辐
（下转第 97 页）

95

综 述
要求，进而不断完善自身的产品提供机制。政府可以充分
发挥自己的功能，通过用法律条规对绿色建材行业做出相
应的规范，确保其公开信息的真实性，产品具有质量保障，
将这些作为企业的诚信评价内容，消费者就可以根据相关
部门提供的诚信评价信息选择企业进行购买。并且这个诚
信信息评价内容是可以进行广泛共享的，从而形成企业之
间，行业内部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发展氛围，这就为质检
部门进行企业各个环节的掌控提供了充分而有效的条件，
有利于宏观监控和管理 [2]。
2.3 加强质量诚信宣传，发挥质量诚信中介组织的作用
绿色建材行业可充分利用当前大众媒体，在电视、网
络、广播上等宣传绿色建材，诚信建设所带来的好处等，以
各种“质量，诚信”为主题进行行业诚信管理的宣传，让公
众能了解绿色建材行业的发展，用诚信和质量严格要求并
彻到每个环节，为市场和消费者带去优质、放心的服务。在
宣传过程中，突出绿色优秀品牌企业。政府应提供相应的
帮助，促使绿色企业能得到更多的消费者的信任，推动我
国绿色建材行业的大发展。
2.4 健全联合激励机制，重视行业自律机制的建设
完善相应的联合激励机制体系，对相应的准入机制，奖
惩机制，激励机制，评价机制等进行建立健全，对于其中的
质量评价高的企业给予切实的鼓励，政府也应该推出一定
的鼓励奖励，针对一些质量评价逐渐走低的企业，行业和政
府要给予一定的警告和惩戒，在规定时间没有达标，可将
其归类“黑名单”中，减少对消费者的侵害。企业应该明确
失信对于自身和整个行业具有多大的影响，不断完善自身，
建设良好的发展道路。行业出于对自身和消费者的考虑，
应建设更为全面的诚信评价机制，减少不具有资格的企业
参与，加大相应的惩戒机制，形成强大的威慑力来减少相

应的犯规事件出现 [3]。
此外，应该加强企业质量诚信文化和行业自律机制的
建设。绿色建材企业在加强对外宣传力度的同时，也应该
不断开展内部的教育，让员工意识到诚信建设对于企业和
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自觉的践行“质量为本”的经营理念。
长此以往，促使企业乃至于整个绿色建材行业都能够形成
一个良好的质量品牌。与此同时，行业想要实现长足的发
展就要具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准则，将自律发展的建设内容
详细的明确下来。经常性的对于内部企业进行监督检查，
对于其中的失信问题要具有严格的惩戒处理。行业协会要
及时更新市场的发展信息，对于政府的号召积极的响应并
落实，从而促使绿色建材行业能够在促进自身良好发展的
同时，也很好的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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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现如随着国家各项建设工作有效开展，建筑行业
迎来新发展机遇。对于绿色建材行业来说，为了不断发展，
诚信体系构建是关键，作为相关研究人员，应该提高认识，
要不断加强对于企业诚信建设能力，以此才能保证绿色建
材行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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