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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电磁辐射认识的误区”系列报道之十一

“通信基站就建在我家附近，这些辐射

是不是很大？ 对日常生活有何影响吗？ 会不

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啊?”随着通讯事业的发

展，人们环保、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越来越

多的网友对建在自己身边的通信基站提出

了这样的疑问。 近日，本报及湖南移动邀请

了部分读者、客户、网友参加“基站监测体验”

活动，让他们亲自揭示这些问题的答案。

现场：

网友专家互动

“基站监测体验”活动的第一站是建设在

长沙华银园办公楼楼顶的通信基站。 一到监测

点， 地上的一捆光纤吸引住了眼光。 红网网友

“公鸡”立刻拿出一把随身携带的小刀，对光纤

的末端进行“解剖”，其他网友也围上来一起研

究。“这个像塑胶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光纤发送

信号的原理是什么？”现场的通信专家也一下子

成了热门人物，网友们纷纷围着他进行提问。

在一天的活动当中，网友们和炎热的天

气一样热情一直不减，大家上天台，下地下

室，进机房测辐射、提问题。 面对辐射环境监

督管理站和通信行业的专家，大家像急于求

知的孩子一样，一边看一边提问，还拿着照

相机、笔记本记下这一天的所见所想。

本报读者陈先生还把自己 7岁的儿子也

带来一起感受基站的检验。他告诉记者，虽然孩

子还小，还不是很清楚什么是辐射，专家们讲的

他可能也听不大懂， 但是他希望从小培养孩子

自己探究问题的习惯和能力，不要道听途说。

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员：

基站达标方可运行

像话筒一样的头部， 连接着一个不停跳

动着数值的仪表， 大大的脚架让这个黄色怪

机器成为了小“神龙”口中的“机器人”。 这个

机器就是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进

行辐射监测的看家“法宝”———电磁辐射监测

仪。 该管理站的吴工程师一边检测一边向网友

们介绍， 这个仪器是主要用来测试基站电磁辐

射的强度， 像话筒一样的部位是高灵敏度的探

头，可以测量 0.1—300V/m的电磁辐射值，可以

检测出所有通信基站的电磁辐射值。

“国家颁布的《电磁辐射防护规定》限制

防护限值的适用频率范围为 100�kHz～300�

GHz， 我们平时都是按照国家最低限值五分

之一的标准进行监测，也就是说基站的辐射

强度最多不能高于 5V/m的数值。”吴工程师

表示，中国的电磁辐射防护标准在国际上已

是较为严格的，而监测站平时对基站电磁辐

射的验收和监督管理标准更为严格，对于电

磁辐射值达不到标准的通信基站，他们都会

监督责成整改到合格为止才给予其运行。

为了确保通信基站附近的电磁辐射值

达到防护限值之内，吴工程师表示一般管理

站的工作人员在检测时，会在居民离基站最

近的点进行测量。 至于“电磁辐射会不会影

响人体的健康？ ”，吴工程师认为各人的人体

差异比较大，目前没有确切的数据显示电磁

辐射会对人体产生影响。

基站建设技术员：

了解基站工作原理便可放心

“其实很多人对移动基站的辐射心存疑虑，

是因为他们对于基站的工作原理不熟悉”，在

场的通信行业技术专家向参加检测的网友详细

讲解了通讯基站的工作原理，据她介绍，基站分

为宏蜂窝、微蜂窝和室内分布系统。宏蜂窝基站

覆盖半径是 1公里及以上， 缺点是容易产生盲

点， 所以就要靠微蜂窝加大无线覆盖， 消除盲

点。 微蜂窝的覆盖半径是 100米到 1000米，信

号主要沿街道视线分布。 而室内分布系统则用

于室内信号问题，尤其是地下室的信号接受，覆

盖半径视具体建筑条件而定。

据了解，为防止电磁辐射污染、保护环境、

保障公众健康，国家环境保护局、卫生部颁发了

《公众照射导出限值》（GB8702—88）与《环境

电磁波容许辐射强度分级标准》（GB9175—

88）两个主要技术标准，并颁布了《电磁辐射

防护规定》、《环境电磁波卫生标准》两项技术

标准。 1997年 3月又发布国家环境保护 18号

令，及《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一

般基站的建设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执行，

实际上， 目前基站的辐射强度要远远小于国

家标准。 ”该技术专家还对基站密度的问题进

行了补充，她称，通信基站密度越高，相应每

个基站电磁辐射强度越低；ＧＳＭ 手机距离

移动通信基站越近，ＧＳＭ 手机在使用过程

中对通话者电磁辐射当量越低、越安全。

“脑袋上安了个那么大的通信基站，真的

一点影响都没有吗？ ”在活动现场网友的这一

问题也代表了很多住在基站附近居民的最大

疑问。 技术专家笑言让大家尽管放心，因为基

站的辐射强度是随着距离的增加而急速下降

的。 功率密度与距离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离

得越远，辐射强度就越低。 而基站的信号收发

装置是在移动基站的 GSM机房之上，与楼下

的人群距离进一步拉大， 辐射强度就更加低

了。 另外，由于楼顶的楼板当中含有很多的钢

筋等金属成分， 本身对辐射信号就是一种吸

收，通过楼板的电磁辐射只有原来的 1%左右。

据了解，大部分通信公司楼顶上也都有基站。

技术专家还介绍说，位于收发装置顶端

天线，在安装时方向都是向外发

散的，只要不要在极小距离内正

面面向它， 辐射强度都是很小。 而正常情况

下，基站的高度要高于周围建筑的高度，再加

上发射天线都安装在离地 10 多米高的收发

装置的顶端， 所以说人们没有机会近距离接

触发射天线。

“那基站同时处理的电话信号多了，是不

是辐射强度就会变的非常大？ ” 又一个网友

提出了疑问。“不会的”，技术专家解释道：“根

据经验，同一个基站，在用户话务的峰值和谷

底时，辐射强度的变化不会大于 30%，因为即

便基站无话务需要处理，基站和基站内的手

机也在保持着正常的相互联系；且在《移动通

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中，已经要求

在移动通信基站的正常工作时间内， 也就是

每天的 8:00-20:00 进行电磁辐射监测，已经

考虑了在用户话务忙时辐射略大的影响。

网友：

手机辐射值更高 不需杞人忧天

对“基站辐射”这个词，现在了解了，在生

活中就会有意识的关注基站的辐射问题。

经过实地参观，专家耐心的讲解，网友们对基

站辐射的来源有了基本的认识。 网友“期许

繁花”表示，过去很少听说。

网友“hky888848”在网络机房负责管理

工作，他之前他对基站辐射也是一知半解，他

的观点是，生活中辐射无处不在，电视、电脑、

手机、电磁炉等辐射都是不可避免的，建议大

家不必太在意。

网友张金表示， 他比较关注电磁辐射，

“长时间被电磁波辐射，对身体或多或少造成

一定影响，但基站建设也是不可少的，不然我

们的通话质量就没保障了。 ”

一位姓陈的网友非常感谢本报及湖南

移动提供了这次到基站实地检测的机会，让

他开拓视野，加强了科学知识的学习，通过对

基站辐射的认知， 体会到了关注辐射保护身

体健康的重要性。 他认为， 从当天的检测结

果来看，三个基站的电磁辐射值都处于 0.9—

1.2V/m之间，看来基站的辐射并没有想像中

那么大，大家不必为此而担忧。

经过对长沙移动通信基站的实地检测，

网友们对基站辐射有了一定的认识。 还有不

少网友拿着自己的手机现场检测， 惊奇地发

现，一些手机的电磁辐射值远高于基站的数

值，相对于基站产生的辐射，大可不必杞人忧

天了。 ■叶焱焱 陈琳燕

科学了解真相，告别辐射“恐慌”

移动客户变身检测员亲历基站现场

在零陵开着两家诊所、平时很少联络的

大哥，在晚上十点打来电话，说每周都会收

到一条移动公司为他发去的 G3 手机电视

节目预告彩信， 并告知他只要拥有一台 G3

手机（支持手机电视）， 就可以随时收看

CCTV1、CCTV 新闻、CCTV5、湖南卫视、湖

南经视、湖南移动等 ９套节目。

“我平常很少有时间看电视，现在好了，

手机电视开通了，我终于可以随时随地收看

CCTV5 了。 ”大哥是个体育迷，手机电视终

于解决了他多年来忙于为病人看病而自己

又抽不出时间看体育赛事的一块心病。“你

明天抽时间到移动公司的手机卖场去买一

台 G3 手机吧， 买 G3 手机送你一定金额的

话费，还免费送你一年的收视功能费！ ”大哥

的手机是用了已经两年的 2G 手机，正好要

换代，听我那么一说，第二天中午就去挑了

一台 G3手机，当场就开通了手机电视。

无独有偶，同学近七十岁的父亲原是一

个单位的领导，前几年退下来后每天无所事

事，感觉很不习惯。 正好那天出去闲逛就遇

上移动公司在街头演示 G3手机电视， 同学

的父亲看了后很感兴趣，回去与老伴商量后

立即拿钱过来买了一台 G3 手机。“你知道

吗，我现在每天散步都可以看新闻了，简直

是太符合我的心意了！ ”叔叔到我办公室与

我讲起这件事时， 脸上挂的全是得意与满

足！“就是少了一张内存卡，我还要下载红歌

听。 ”告诉叔叔花几十元买回内存卡装进 G3

手机后，叔叔竟然从贴身的兜里拿出手机说

明书：“下载不用你教，我自己就会！ ”———真

是一个时尚的“老来少”！

G3 手机电视， 原来生活可以过得这么

随意！ ■申艳

6月 6日至 8日高考期间，邵阳移动组织“爱心送考”活动，全市九县三区考生凭准

考证可免费乘坐“爱心送考的士”奔赴各自考点。 同时，邵阳移动在各高考网点设“爱心

服务点”，免费为各位高考学子、家长及社会各界参与爱心送考人士提供饮用水、面巾

纸、铅笔刀等与高考有关物品，以及抗暑药、胃病药、风油精等常用药品。 ■宁文彬

手机电视带给我们的惬意生活

为确保出现网络故障时 5 分钟内快

速抢通业务，日前，湖南移动进行了替换

原有老版本容灾 HLR 的新建容灾 HLR

演练工作， 演练的成功标志着我省新建

V9 版本华为 HLR 设备可有效接管在网

业务， 同时通过岗位比武提升了分公司

维护人员对网络异常问题的应急处理能

力。

网络通信畅通，安全稳定运行，一直是

湖南移动网络维护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近

年来，湖南移动大力开展核心网络容灾备份

体系优化工作，从网络能力保障、管理制度

完善、人员培训交流、支撑手段建设、应急通

信演练等五个方面不断优化完善核心交换

网容灾备份保障体系。 如在应急演练方面，

开展了一系列应对解决网络负荷紧急情况

的“红橙黄蓝”应急演练，以及交换机故障情

况下的 BSC 紧急割接工作，仅 2010 年先后

4 批次组织全省 14 个分公司技术人员进行

了无预先通知情况下割接演练比武。 2011

年， 湖南移动进一步将应急演练工作常态

化，今年 3 月—5 月，湖南移动组织全省诺

基亚容灾 HLR 设备针对携带长沙、湘潭、株

洲移动用户的 CSHLR 分三次进行了容灾

倒换演练工作。

据了解，截至 2011 年 5 月底，湖南移动

已全面实现全省 2 千多万用户归属 HLR 设

备的容灾备份，并对所有在网的中兴、华为、

摩托、诺基亚 HLR 设备机型进行了容灾演

练。 ■王丹阳

确保 5分钟内快速抢通业务

湖南移动应急抢修演练常态化

网友亲历现场探秘通信“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