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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八月修訂本  

 

 

防止無線電發射設備所發出的非電離輻射對   

工作人員及市民構成危險的工作守則  
 

 

 

1. 引言 

 

1.1 此工作守則（以下簡稱「守則」）是為那些設計或操作無

線電系統及在無線電站工作的人士而擬備，就防止工作人

員及一般市民暴露在無線電頻率電磁場制定指引，確保在

正常情況下提供一個安全及健康的工作或居住環境。無線

電系統的設計人員、無線電站的營辦商（統稱「無線電營

辦商」）及工作人員，在設計、建造、安裝、保養及操作

無線電系統時均須遵守此守則。 

 

1.2 此守則不可能過於詳盡覆蓋每種可能發生的情況，無線電

營辦商可能有必要尋求更多專業意見。 

 

 

 

2. 一般原則 

 

2.1 無線電營辦商應確保所操作的無線電系統符合此守則，並

應考慮其現時/日後的無線電發射設備，以及在同一地點或

附近的無線電發射設備的綜合影響。 

 

2.2 新安裝或改裝無線電系統的無線電營辦商應在操作系統前

採取所需措施，確保符合第 2.1 段的規定。 

 

2.3 無線電系統的設計、建造、安裝、保養及操作應符合此守

則所列明的健康保障標準。 

 

2.4 透過限制無線電發射設備的技術參數、天線及輔助設備的

適當安裝，盡可能符合此守則所列明的健康保障標準。 

 

2.5 如第 2.4 段所列明的措施未能完全保證符合安全規定，應

採取適當的工作防護措施，以符合健康保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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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健康保障標準 

 

3.1 此守則所載明的健康保障標準源自國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

員會（「 ICNIRP」）在二零二零年公布的「有關暴露於

電 磁 場 （ 100 kHz 至  300 GHz ） 極 限 水 平 的 指引 」

〔「ICNIRP 2020 指引」〕。無線電營辦商應確保在無線

電站的天線所發出的功率密度及電磁場不會令致工作人員

及市民暴露在超出 ICNIRP 2020 指引所載明的上限（附件

l）。有關脈沖場、局部暴露、防止無線電頻率衝擊、灼

傷等的防護限制，必須參閱 ICNIRP 2020 整套指引。 

 

3.2 如暴露在多種輻射的情況下，應根據 ICNIRP 2020 指引評

估有關暴露的綜合影響。 

 

 

 

4. 基本指引 

 

4.1 安全管理 

 

無線電營辦商須適當訓練其工作人員，及讓他們充分知悉

工作地方可能出現的危險。安全管理的程序須以書面列出，

並包括下列各點： 

 

4.1.1 安全政策 

4.1.2 訓練 

4.1.3 識別潛在危險 

4.1.4 校准量度設備 

4.1.5 調查非電離輻射事件 

4.1.6 備存紀錄 

 

4.2 設備性能標準 

 

4.2.1 設備應以提供工作所需的最低無線電輸出功率作傳

輸。 

 

4.2.2 在設計天線及選擇安裝地點時，應盡可能避免使用

不必要的射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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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在無線電設備附近的二次輻射（散射或洩漏輻射）

應減至可忽略不計甚至防止。 

 

4.2.4 有關設備須經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類型

檢定，或符合通訊局所訂明的規格。 

 

4.2.5 就不具備內在安全保險的設備，應遵守製造商有關

使用條件及所需採取預防措施的指引。 

 

4.3 無線電站的設計 

 

4.3.1 無線電營辦商可共同發展及使用無線電站設施，以

設立其無線電系統。就新的無線電站而言，無線電

營辦商須向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

呈交設立資料庫所需的相關詳細資料，以評估無線

電站的潛在非電離輻射危險。就現存的無線電站而

言，無線電營辦商亦可能須向通訊辦呈交設立資料

庫所需的相關詳情資料，以評估無線電站的潛在非

電離輻射危險。資料庫只會提供給無線電營辦商在

評估非電離輻射時「有需要知道」的資料，而無線

電營辦商的機密資料將不會存放在資料庫內。資料

庫所需的資料為： 

 

I 無線電站圖則。 

II 現時及未來無線電站容許提供的服務及發射機

數目。 

III 天線所處地點、高度及方向。 

IV 最壞情況下的有效輻射功率。 

V 天線類型及天線輻射圖。 

VI 天線及維修天線用的桅杆的位置。為方便維修，

現時傳呼天線桅杆可安裝在較低位置，但必不

能安裝在另一枝發射天線的前方。 

 

4.3.2 無線電營辦商應選擇合適站址，以安裝發射設備的

天線，將在市民及工作人員容易接近的地區的非電

離輻射減至最低值或盡量減少。在任何情況下，在

公共地方的功率密度不得超過 ICNIRP 對一般市民

所訂定的暴露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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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非電離輻射水平應盡可能先由無線電營辦商計算，

並應考慮其現時及將來的無線電發射設備，以及在

同一地點或附近的無線電發射設備的綜合影響。在

這方面，可諮詢無線電站管理人或通訊辦的資料庫。

如有需要，應在無線電站進行非電離輻射調查，然

後劃分非危險／危險地區，並提供證明文件。測量

輻射的方法應根據美國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

（ IEEE）C95.3-2021〔 l〕標準或同等標準所作出

的建議進行。 

 

4.3.4 第 4.3.2 段所載的條件在無線電站未必實際可行，在

這情況下，就一般市民及工作人員所訂定的非電離

輻射水平不得超過附件 l 所載的暴露限值。 

 

4.4 工作防護措施 

 

4.4.1 無線電站的工作人員須保持警惕，避免不必要地暴

露於非電離輻射。 

 

4.4.2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應盡可能不讓一般市民進入

超過附件 l 所列的電磁場暴露限值的地區。 

 

4.4.3 如第 4.4.2 段所列的措施不可行，無線電營辦商應以

警告標誌劃分及辨別這些地區。就強功率無線電站

而言，如工作地區的功率密度較 ICNIRP 所訂定的

工作人員暴露限值高出 10 倍以上，須在無線電站安

裝警告燈號，警告工作人員可能會有危險。 

 

4.4.4 辨別非電離輻射潛在地區的警告標誌應依循英國標

準  BS5378〔2〕。該標誌是以黃色作底色，顯示一

條特殊點輻射源天線發射出黑色波陣面，並以黑色

三角圍邊（見圖 l）。標誌的實際尺寸視乎情況而定，

三角標誌底邊的典型尺寸約為 150 或 200 mm。警

告標誌應以耐用物料製造，放置在室外的標誌應防

止褪色。警告標誌的邊緣不得呈尖銳形狀，對市民

造成潛在危險。警告標誌必須穩固地安裝在適當位

置，例如安裝在用以爬上天線所在的水箱頂的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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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如新安裝或經改裝的無線電系統令致無線電站的功

率密度超逾 ICNIRP 所訂定的暴露限值，該系統的

無線電營辦商須竪立警告標誌及進行例行維修，以

確保警告標誌安裝在適當位置及並無損壞。就現有

的無線電站而言，如無線電站的功率密度已超逾

ICNIRP 所訂定的暴露限值，無線電站的主要使用

人須負責竪立警告標誌，並進行例行維修，以確保

警告標誌安裝在適當位置及並無損壞。 

 

4.4.6 高功率波導如遭截斷會引致輻射功率達到危險水平，

該等波導應以認別。如房間裝設有波導，則必須展

示顯眼的警告標誌，強調窺視空端波導的危險，並

須定期檢查所有高功率波導的接頭，防止射頻泄漏。 

 

4.4.7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無線電營辦商應使用保護裝

置例如線繞柵、自動安全裝置等，限制工作人員在

可能出現危險磁場時接近發射設備或天線。 

 

RADIOFREQUENCY ENERGY 

CONTROLLED AREA 

圖  1  非電離輻射警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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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如功率密度較 ICNIRP 所訂

定的工作人員暴露限值高出 10 倍，例如接近架空平

台及維修塔等，應由聯鎖裝置控制。 

 

4.4.9 就可操控方向的天線而言，如天線射束低於預先給

定的角度，可使用局部封閉或自動限制功率設備避

免產生有害的非電離輻射。 

 

4.4.10 無線電營辦商應訂立及實施安全指引，防止有關人

員在工作地點過份地暴露於非電離輻射。 

 

4.4.11 最後，工作人員在高出非電離輻射暴露限制的地點

工作時，應使用個人保護設備，例如保護衣及保護

眼鏡等，並應定期檢查保護設備，以確保仍然有效。

如工作人員穿損壞的保護衣，會引致輻射電波耦合，

這樣比起不穿保護衣所造成的危險還要大。 

 

 

 

5. 一般指引 

 

5.1 一般 

 

如將無線電站天線加高或搬往較遠地區，可能會減少非電

離輻射，但在若干情況下或許並不可行。在這些情況下，

應限制市民接近存在非電離輻射危險的地方，並在所有進

入點放置警告標誌。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可採取保護措施，

例如鎖上房門、梯子或隔柵，限制工作人員在可能出現危

險磁場時接近發射設備或天線。如須接近有潛在危險非電

離輻射的地區，應根據 ICNIRP 2020 指引限制暴露的時間。

如不能完全關閉該發射設備，亦應減低發射功率。金屬天

線杆或其他金屬搭建物因電感效應可能產生危險射頻電壓，

該等裝置必須接地。無線電站應根據英國標準 BS6656：

2002〔3〕或同等標準遠離易燃氣體。 

 

5.2 傳呼及專用移動 

 

傳呼／專用移動發射機通常安裝在天台上，而所使用的天

線主要是全向天線。天線應安裝在足夠高的位置，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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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受控的環境中容易接近區域的非電離輻射危險。就此，

所需天線高度的計算方法載於附件 2 第 l 部份。為避免在

容易接近的地區可能造成射頻衝擊或灼傷，建議天線離地

最少 2.5m。由於主要使用全向天線，天線最好放置在天台

中央，由於這並非關鍵性，因此並無強制規定須予遵守。

如使用定向天線，最好是將天線安裝在樓宇的邊緣，而主

要射束遠離天台。無線電營辦商亦須考慮到非電離輻射可

能進入鄰近大廈或鄰近天台，計算可能出現的危險可採用

載於附件 2 第  l 部份的方程式（l）。如天線未能安裝在離

地最少 2.5m 的高度，便應進行非電離輻射調查，按空間

及平均時間評估危險。由於日後可能會安裝額外發射機，

無線電營辦商應就預期安裝的發射機數目諮詢通訊辦。 

 

5.3 公共移動無線電 

 

發射天線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應盡可能安裝在大廈邊緣適

當高度的塔或杆上，及不應直接向大廈本身。為確保不會

出現非電離輻射危險，安裝在容易接近地區的發射天線應

離地最少  2.5m。如發射天線必須安裝在會有市民從其下

經過的牆、水箱或街道設施之上，該發射天線必須安裝在

適當高度。有關防止非電離輻射危險的合適高度，可使用

附件 2 第 l 及 2 部份的方程式（l）及（5）計算。如天線

未能安裝在離地最少 2.5m 的高度，便應進行非電離輻射

調查，按空間及平均時間評估危險。 

 

5.4 調幅廣播 

 

調幅廣播無線電站一般來說都是限制接近的，調幅廣播發

射機的承辦商須考慮 ICNIRP 2020 指引所訂定暴露限值作

額外的預防措施。在維修期間，即使關上主發射機，仍須

考慮是否讓人接近發射塔。備用發射機通常安裝在主發射

機附近，可向主塔發放輻射。同樣，主發射機亦可向備用

發射機發放輻射。無線電站不應放置廢物，尤其是金屬

棒，因為這是引致射頻灼傷的普遍原因。由於涉及高功率

水平，應計算及限制工作人員及／或一般市民接近非電離

輻射危險區域。附件 2 第 3 部份載有的方程式（6-9），可

用以計算單極天線調輻發射機的場強，參考文件〔4〕載

有場強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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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調頻／電視廣播  

 

調頻／電視廣播無線電站一般都是限制接近的，除了天線

安裝在電塔的較高位置外，調頻廣播發射機承辦商亦須考

慮 ICNIRP 2020 指引所訂定的暴露限值作額外的預防措

施。在使用備用發射機天線時，應考慮非電離輻射危險。

備用發射機天線通常放置在較主發射機天線為低的地方，

因此，在地面接收到較高的功率密度。此外，承辦商亦須

顧及在發射機開動時爬上電塔進行維修的人員。使用防護

物料亦可減低天線塔的非電離輻射水平，這方面可查閱參

考文件〔5〕。附件 2 第  l 部分，載述計算天線陣的遠場非

電離輻射方程式（ l）及近場非電離輻射方程式（5）。天

線杆最高點的非電離輻射是最高〔 6〕，就天線間距而

言，耦合因數約為 10 dB。此耦合因數可作為工作人員爬

上電塔進行維修時可能遇到的非電離輻射危險的指引。 

 

5.6 多信道多點分配業務 

 

多信道多點分配業務使用天線陣或無源天線在微波頻率操

作。遠場及近場非電離輻射水平可分別按照方程式（ l）

及（10）計算，這些方程式載於附件  2 第 l 及第 4 部份。

有關軸向近場功率密度的進一步資料，可查閱參考文件

〔 l〕或同等標準。天線應安裝在天線杆，以限制市民接

近。如安裝在天台的天線不能使用天線塔，可將天線放置

在遠離天台中心的位置，主要射束指向遠離天台及通道，

以減低非電離輻射危險。除限制市民接近天線外，在操作

時亦應限制工作人員接近天線，這方面可參閱第 5.7 條所

述的額外安全措施。 

 

5.7 衞星地球站 

 

衞星地球站的發射功率是以 kW 為單位，這可能是造成非

電離輻射的原因之一。有關衞星天線附近的非電離輻射水

平的評估，可參閱參考文件〔7,  8〕。安全預防措施可概

括如下： 

 

I 必須避免接近反射面。 

II 必須避免接近無線電頻射束。 

III 必須管制暴露在非電離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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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有需要對以障礙物作為無線電站屏蔽作出限制。 

V 有需要對發射站樓宇的高度作出限制。 

VI 須考慮瞄准塔及其他電塔的潛在非電離輻射危險。 

 

5.8 點對點固定鏈路 

 

就微波頻率及低頻率而言，有關點對點的指引已分別載於

第 5.6 段及第 5.2 段。 

 

5.9 雷達 

 

與峰值功率比較，雷達的平均功率一般都是較低，如祇考

慮平均功率而讓峰值功率無限制地增加，這是有危險的。

峰值功率密度可按附件 2 的方程式（l）計算，而平均功率

密度可按附件  3 計算。經考慮脈沖場的情況，可根據

ICNIRP 標準計算容許水平。雷達另一個須關注的情況是，

非電離輻射可能因旋轉掃描機械發生故障而大幅增加，但

可使用聯鎖設備盡量減少這情況出現。 

 

 

 

6. 查詢 

 

6.1 如就本文件有任何查詢，可聯絡： 

 

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 213 號 

胡忠大廈 29 樓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高級電訊工程師（頻譜策劃）2 

 

傳真號碼：2803 5113 

電郵地址︰spenq@ofca.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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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國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有關 

暴露在電磁場的參考水平 
 

表 1 

工作人員暴露在 100 kHz 至 300 GHz 電磁場的參考水平   

（未激勵方均根值） 
 

頻率 

f（MHz） 

電場強度 

E（V/m） 

磁場強度 

 H（A/m） 

功率密度

（W/m2） 

0.1 – 30 660/f 0.7 4.9/f - 

>30 – 400 61 0.16 10 

 >400 – 2,000 3√𝑓 0.008√𝑓 f/40 

>2,000 – 300,000 - - 50 
 

 

表 2 

一般市民暴露在 100 kHz 至 300 GHz 電磁場的參考水平   

（未激勵方均根值）  
 

頻率 

f（MHz） 

電場強度 

E（V/m） 

磁場強度 

 H（A/m） 

功率密度

（W/m2） 

0.1 – 30 300/f 0.7 2.2/f - 

>30 – 400 27.7 0.073 2 

 >400 – 2,000 1.375√𝑓 0.0037√𝑓 f/200 

>2,000 – 300,000 - - 10 
 

因工作需要而暴露於電磁場的人士定義為在其工作有關的可控

環境下接觸電磁場的成年人，他們受過訓練及對無線電頻率電

磁場的潛在危險有所認識，並會採取適當的緩解危害措施，他

們對防護意識和緩解危害的反應都具有敏銳的觸覺和行為能

力。因工作需要而暴露於電磁場的人士，亦必須參與能提供上

述資訊和保障的適當職業健康及安全訓練。一般市民的定義為

所有不同年齡和健康狀況各異的人士，當中包括某些較易受電

磁場危害的群組或個別人士。一般市民並不察覺自己暴露於無

線電頻率電磁場之中，亦不知如何令相關情況受控。從兩者之

間的種種差異可見，一般市民由於沒有受過緩解危害的適當訓

練或可能沒有緩解危害的能力，因此有需要為一般市民訂立更

嚴格的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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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平面波功率密度 

 

 

1 遠場計算法 

 

在夫琅荷費區（Fraunhofer region），增益可能並不取決於距

離，而功率密度可按〔l〕計算: 

 

𝑆(𝑟, 𝜃, ∅) =
𝑅(𝜃, ∅)𝐺0𝑃

4𝜋𝑟2
 (1) 

 

P = 天線輸入功率 

G0 = 天線增益 

R = 輻射模式（最大輻射的方向為 1） 

r = 觀察點至天線的距離 

至於更謹慎的安全計算法〔2〕，可使用方程式（l）遠場計算

法，如： 

  

𝑟 > 𝑟𝑛 =
2ℎ2

𝜆
 (2) 

 

h = 天線的最大尺寸 

𝜆 = 工作波長 

 

就 PD10204， PDl28 及 PD207 天線而言，觀察點主要在遠場區

內。這些天線有全向水平輻射模式。至於圖 l，P(x, z)點的功率

密度可按下列方程式計算:  

𝑆(𝑥, 𝑧) =

𝑅 (𝜋 − tan−1 (
𝑥 − 𝑥0

𝐻 +
ℎ
2
− 𝑧
))𝐺0𝑃

4𝜋

(

 
 
 
 

𝑥 − 𝑥0

sin(tan−1 (
𝑥 − 𝑥0

𝐻 +
ℎ
2
− 𝑧
))

)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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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就安裝在某一無線電站的一個或多個天線的多路傳輸而言，有

效的功率密度可介定為: 

 

𝑆𝑒(𝑥, 𝑧) =∑∑𝑆𝑖𝑗(𝑥, 𝑧)

𝑁

𝑗=1

𝑀

𝑖=1

 (4) 

 

Sij 是 i 天線 j 頻道所發出的功率密度 

 

 

2 天線陣的近場計算法 

 

至於天線陣，例如多個傳呼網絡使用的直排天線及多個蜂窩式

無線電網絡所使用的偶極天線，如 r ≤rn，該地點的功率密度可

按〔3〕計算: 

  

𝑆𝑛(𝑟, 𝜃) =
𝑆(𝑟𝑛, 𝜃)𝑟𝑛

𝑟
 (5) 

  

𝑆(𝑟, 𝜃) 是按方程式（l）計算出的功率密度。在計算近場時，

我們會為遠場公式提供一個校正系數 rn/r。如功率均勻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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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線陣元件之間，這計算法才會有效。如功率在元件末端衰減，

我們可將天線陣的有效長度取代實際長度。   

 

3 單極天線的近場計算法 

 

至於電動細小單極天線，例如用作調幅廣播的天線，在  𝑟 ≪

𝜆0地點的功率可按下列電磁場的近區表示式估計〔4〕: 

 

𝐸𝑟 = −𝑗
𝐼ℎ𝜆𝑍0 cos 𝜃

2𝜋2𝜆𝑟𝜆
3  (6) 

 

𝐸𝜃 = −𝑗
𝐼ℎ𝜆𝑍0 sin 𝜃

4𝜋2𝜆𝑟𝜆
3  (7) 

 

𝐻∅ =
𝐼ℎ𝜆 sin 𝜃

2𝜋𝜆𝑟𝜆
2  (8) 

 

I = 天線鐀電點電流 

𝑍0 = 377Ω 

ℎ𝜆 = 天線的電長度 （h/𝜆0） 

𝑟𝜆 = 觀察點及天線鐀電點之間的距離 （r/𝜆0） 

𝜆0 = 自由空間波長 

 

電場密度可按下列公式計算： 

 

|𝐸| = √|𝐸𝑟|
2 + |𝐸𝜃|

2 (9) 

 

 

4 反射器天線 

 

如距離少於 0.5a2/λ ，而 a 是最大孔徑尺寸，最大功率密度 Sm 

可按〔5〕計算: 

 

𝑆𝑚 =
4𝑃

𝐴
 (10) 

 

P = 輸送至天線的淨功率 

A = 天線的實際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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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式可計算振幅變化為均一，餘弦及餘弦平方的方形孔徑天

線及振幅變化為均一至 (1 - q2)3 的圓形孔徑天線〔6〕 ，其誤差

值能保持在 ±3 dB 內（在無反射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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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射束 

 

1 一般 

 

就固定旋轉速度的旋轉射束而言，固定點的平均功率密度可藉

有效天線射束寬度除以掃描角度所衰減。 

 

2 遠場 

 

就遠場而言，平均功率可藉下列公式衰減 

 

衰減因素 =
射束寬度

掃描角度
 (1) 

 

3 近場 

 

就近場而言，有效的射束寬度會按距離而有所不同，功率密度

可按〔l〕計算： 

 

𝑆 = (
4𝑃

𝐴
) (

𝑎

2𝜋𝑟
)(
3600

𝑞
) 𝑞 > (

𝑎

2𝜋𝑟
) 3600 (2) 

 

𝑆 = (
4𝑃

𝐴
) 𝑞 < (

𝑎

2𝜋𝑟
) 3600 (3) 

 

q = 掃描角度 

P = 傳輸平均功率 

A = 天線的有效面積 

a = 天線直徑或寬度 

r = 天線的距離 

 

[1] “IEEE Recommended Practice for Measurements and Computations 

of Electric, Magnetic, an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with Respect to 

Human Exposure to Such Fields with Respect to Human Exposure 

to Such Fields, 0 Hz to 300 GHz”, IEEE Std C95.3-2021,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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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容許在天台安裝的發射機數目 

 

 

1 引言 

 

如假定容許安裝的發射機數目是受制於非電離輻射，而並

非取決於其他因素例如天台的面積及其他結構限制，在此

情況下，容許安裝的發射機數目取決於在下列地點的非電

離輻射：- 

 

1.1 鄰近大廈或天台。 

 

1.2 發射機座落的天台。 

 

容許安裝的數目祇是一個指引，並沒有約束力，在實行時

可安裝較多數目的發射機，但須進行調查加以確證。 

 

2 數目受限於鄰近大廈或天台 

 

如發射機的數目可能受限於鄰近大廈的非電離輻射水平，

我們首先決定放置發射機天線的地點。一般來說，天線通

常會放置在大廈的邊緣或分散放置在大廈的周圍。如獲知

鄰近大廈的距離、非電離輻射的限值及每台發射機的有效

輻射功率，便可按附件 2 方程式 l 計算出發射機的數目。

由於鄰近大廈或天台處在不能控制的環境下，所定的非電

離限值是為一般市民而設。 

 

3 數目受限於發射機座落的天台 

 

如發射機座落的天台面積很大或發射機天線安裝在低位置，

發射機的數目大多數會受制於天台的非電離輻射水平。為

了計算發射機的數目，必須規定容許的天線高度。假如每

台天台發射機發出的非電離輻射水平都是相同，可按附件  

2 方程式 l 計算發射機數目，並顧及適用於雜亂天台的一個  

6 dB 因子。在容易接近的區域所定的非電離輻射限值是為

一般市民而設。至於不容易接近但受限的區域，所定的非

電離輻射限值是為工作人員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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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簡化計算發射機數目 

 

為了使用附件  2 的方程式 l，須簡化有關程序，例如假定

所有天線是全向式的，增益為 3 dB 及每台發射機的有效發

射功率為 100 W。為進一步簡化，所有發射機將假定座落

在同一點（在大廈的中心點或在最壞情況下在大廈邊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