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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评估无线发射设备的电磁辐射比吸收率，本文构建了用于数值计算的标准中国人头模型

（Ｃ旧）．模型尺寸来源于中国发布的成年人头面部尺寸中的第５０百分位的数据，模型的厚度及耳

部的轮廓与特定标准头部模型（洲）人头模型相同．构建了一个频率为１

７６１

ＭＨｚ的ＰＩＦＡ天线

手机模型对Ｃ肿模型和ＳＡＭ模型进行ＳＡＲ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关键词：中国人头模型；特定标准头部模型；时域有限差分法；数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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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手机等无线电通信

部尺寸［３］３．

设备被人们广泛使用，而无线通信设备的电磁辐射

作为世界无线通信设备用户最多的国家，中国

对人体的危害也越来越被关注．为了限制辐射，国际

采用的也是和ＩＥＥＥ １５２８［ｚ］一样的ＳＡＲ评估方法，

组织已经发表相关的导则…１．在ＩＥＥＥ １５２８ＴＭ一

并且用的也是ＳＡＭ人头模型．由于公认中国人和

２００３标准中心』已经定义了如何进行人头电磁波能

白种人在面容和头部具有显著的差异，所以客户对

量吸收比（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ａｔｅ，ＳＡＲ）评估．目前

特定人体模型的一致性有强烈的担忧．通过提供具

很多国家都采用这个标准和评估方法．在现有的国

有中国人口特征的头部模型剂量学结果是一种解决

际标准中，都是使用ＳＡＭ人头进行ＳＡＲ评估．

客户担忧的合适方法¨Ｊ．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ＡＭ人头的尺寸来源于１ ７７４名美国军人的头面

．

本文研究中，根据国家发布的成年人头面部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１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６１３７１１８７，６１００１１５９）
作者简介：邵青（１９８７一），男，北京人，工程师．研究方向为电磁场安全、评估和数值计算方法．ｅｍａｉｌ：ｓｈａｏｑｉｎｇ＠ｃａｔｒ．ｃｎ

篁！塑

！！兰！里三翌塑兰竺竺塑堡！里仝兰堡型望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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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引５中的第５０百分位的尺寸建立了第１例用于电

普查．本研究中采用第５０百分位的成年男子的头面

磁场数值计算的人头模型（ＣＨＰ模型），ＣＨＰ模型厚

部尺寸进行人头建模．

度与ＳＡＭ模型的相同，ＣＨＰ模型除耳朵部位以外

１．２

ＣＡＤ模型构建

的厚度都是２ ＩＴＩＩＴＩ，耳朵参考点处厚度是６ ｍｍ．在

在本文中采用ＦＦＤ方法来构建Ｃ肿模型的

本文中构建人头模型采用的自由变形（ＦＦＤ）方法，

ＣＡＤ模型，这一过程通过ＭＡＹＡ和３ＤＳ ＭＡＸ软件

ＦＦＤ方法是通过控制三维网格中的控制点来对物

来实现的．首先用ＭＡＹＡ软件构建一个没有厚度的

体进行变形的．用ＰＩＦＡ天线手机对人头模型进行

人头表面模型如图１（ａ）．再用３ＤＳ ＭＡＸ软件的壳

ＳＡＲ值评估，并对标准中国人头模型和ＳＡＭ人头

工具生成一个厚度为２ ＩＴｌｌＴＩ的ＣＩＩＰ模型，如图１（ｂ）

模型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ＳＡＲ值评估采用的是目

所示．最后根据ＩＥＥＥ １５２８标准中耳朵部位的厚度

前国际上比较常用的ＦＤＴＤ数值计算方法．

调整耳朵，使耳朵参考点处的厚度为６ ｍｎｑ，制作好
的人头模型如图ｌ（ｃ）．利用移动电话进行ＳＡＲ评估

１人头模型构建
１．１

的位置的参考点和线如图２所示．该模型的建立是

ＣｌＩＰ模型目标参数

基于中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建立的５０％数据，在关于

Ｃ胛模型的尺寸来源于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中国人的电磁场剂量学研究中，该模型相对于ＳＡＭ

发布的ＧＢ／Ｔ ２４２８－－１９９８：成年人面部尺寸标准…５．

模型更具有代表性，提供的数据更为可靠．图１中Ｆ

在这个标准中有第５百分位（百分位是指某一统计

为ＮＦ线的前端点；Ｎ为ＮＦ线的后端点；Ｍ为嘴部

量占统计对象总数的百分比）、第５０百分位、第９５

参考点；ＲＥ为右耳参考点（ＥＲＰ）；ＬＥ为左耳参考

百分位的成年男子和成年女子的头部尺寸．尺寸参
数均分别来自对１１ １５０名成年男子和女子的人口

点（ＥＲＰ）．

图１
Ｆｉｇ．１

ＣｌＩＰ模型构建过程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ＣＨＰ ｍｏｄｅｌ

淞＝拿ｄｔ［舞ｄ］＿喜ｄｔ［蒜ｄ Ｖ］（１）
Ｌ优Ｊ

ｔ

厂世、㈠ｙ

（ａ）ＣＨＰ参考点线侧视图（ｂ）ＣＨＰ参考点线正视图
图２
Ｆｉｇ．２

２

ＣｌＩＰ的参考点和线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Ｐ

ＣＨＰ和ＳＡＭ的ＳＡＲ评估

ＬＤ·

Ｊ

、。

式中：Ｗ为人头吸收在时间ｔ（Ｓ）内吸收的能量，Ｊ；

ｍ为人头的质量，ｋｇ；ｐ为生物体组织的质量密度，
ｋｇ／ｍ３；Ｖ为人头的体积，ｍ３．

如果是时域场（时域场是指电磁波为单一频率
的正弦波），式（１）可改为

淞＝｝乒

（２）

式中：盯为生物体组织的等效电导率，Ｓ／ｍ；Ｅ为生
物组织中的电场强度，Ｖ／ｍ．
本文中采用时域有限差分方法（ＦＤＴＤ）［６－７］进

２．１数值计算方法
目前国际主要用ＳＡＲ评估手机的电磁辐射，并

行ＳＡＲ计算．ＦＤＴＤ优点是能够非常灵活地处理各

用＆讯值来确定人头部可以接受的电磁辐射限制

项异性媒质，能够方便地在计算空间的任意地方加
入源，并且是一种时域方法，在迭代完成之后，只需

值．ＳＡＲ定义为单位质量所吸收或消耗的能量对时

进行一次ＤＦＴ就能得到各个频点上的信息．由于

间的导数，如下式

ＦＤＴＤ算法实现需要对空间进行离散，计算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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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磁散射时对计算机的内存容量要求很高．这使
得ＦＤＴＤ算法在电尺寸大的时候逊色于矩量法．

式中：Ａｘ，Ａｙ，Ａｚ分别是ｚ，Ｙ，ｚ方向上的网格长

ＦＤＴＤ中电场和磁场的各个分量具有各不相同的离

ｔ空间直角坐标系和时间上的索引．ｆ（ｚ，Ｙ，ｚ，ｔ）在

散点，其中ＦＤＴＤ空间网格单元如图３所示．

空间和时间上的一阶偏导数用中心差分法可以近似

度；Ａｔ是时间步长；ｉ，Ｊ，ｋ，挖分别表示为Ｓｔ７，Ｙ，ｚ，

如下式

幽薹掣Ｉ≈
１

一

！（！：＝！二兰：！Ｌ！（！：！二圭：１ ２

幽薹掣ｌ≈

△ｙ

曼题垒趔ｌ≈

（６）

必

ｌ￡－ｎ△ｆ。

３ｔ

．￡：！（！：．ｉ：盘）二．￡：ｉ（ｉ：．ｉ：盟

仁裂ａＢ

Ａｔ

㈣

对电场和磁场的分量进行离散，式（４）中的式子

考一警＝ｅ瓦ａＥｘ＋也作为例子进行离散，在ｔ
＝（行＋丢）△ｔ时刻，（ｉ＋吉，歹，志）节点处得到：
Ｅ，１

黼西南小撼×

ｆ等一警３＝ｅ鲁ｔ＋以
｛塑３ｚ一塑３ｘ＝￡鲁ｔ＋吗，
ｌ塑３ｘ一等３＝￡亟３ｔ＋担。
ａｖ

ｌ

ｚ

‘ａ

。。“２

‘ａ

。”“ｙ’

‘

ｖ

ｉ＋ｉ１小志）＝

ｌ——一曲——一
ｒ（Ｈ？｛（ｉ＋丁１，ｊ＋丁１，是）一彤｛（ｉ＋丁１，ｊ一丁１，七））

’。“２

（Ｈ歹｛（ｉ＋｛ｍ是＋丢）一彬｛（ｉ＋丁１曩志一虿１））］
Ａｚ

ｆａＥ：
ａｙ

（７）

ｊｉ ２一∥＿歹厂一％爿ｚ
鲁＝一∥等一％也

ｊ堡 季：一产等一口。Ｈｖ
ｊｉ ２一产百一口ｍ—ｙ
３２

式中，ｍ为空间的坐标，以使得该离散表达式适用
（４）
ｋｑ，

于非均匀的各向同性介质．

同理可以得到其他的５个分量表达式．本文中

Ｉ堡
鲁：一卢警一仃以
ｌ
ＩＦ丁２一卢百一仃ｍＨｚ

使用ＳＥＭＣＡＤ软件进行ＳＡＲ计算，其中ＦＤＴＤ的

３ｘ

对麦克斯韦旋度方程进行空间和时间上的离散

空间离散步长是Ａｘ＝Ａｙ＝Ａｚ＝１ ｒｎｌｎ，ＦＤＴＤ对
时间的离散间隔Ａｔ＝１．８ ｐｓ．总模拟时间是５个周

之后，可以表示为

期，吸收边界采用８层ＰＭＬ．测量中采用手机与脸

ｆ（ｘ，Ｙ，ｚ，ｔ）＝
ｆ（ｉＡｘ，ｊＡｙ，ｋＡｚ，ｎＡｔ）＝尸（ｉ，Ｊ，ｋ）

Ｊ

（５）

部相贴和倾斜１５。两种方法，如图４所示．

竺！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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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５

手机的激励源点值如图６所示．

口日口
口曰口

Ｏ

—４
—６

笔一８
ｏｆ—１０
一１２
一１４
一１６
一ｌ ８
５

Ｆｉｇ．６

２．５

３ ０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Ｓ１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ｅ ｍｏｄｅｌｓ

３结果和讨论
ＣｌＩＰ模型尺寸

３．１

２．２数值计算中的手机模型

所示．表１中：标准和ＣＨＰ百分比＝紫×
１００％，ｓＡＭ和ｃ田百分比＝Ｑ皆Ｘ

人头模型的实际尺寸与标准中的尺寸比如表１

本文构建的手机模型如图５所示，手机采用
７６１

２．０

图６手机模型的激励源点ｓｌｉ

Ｍｏｂｉｌ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ＰＩＦＡ天线，其频率为１

１．５

／／Ｈｚ

图４手机测量位置
Ｆｉｇ．４

１ ０

Ｍ拖．

１００％；

＿＿

测量步骤和方法如图７所示，图中数字为表１中的
序号．
从表１中可以看到一些耳朵的参数与标准的差

别较大，这是因为ＣＨＰ模型对耳廓进行了简化和压

缩．同时可以看出ＳＡＭ人头模型的尺寸比ＣｌＩＰ模
型的要大．
３．２

图５手机模型
Ｆｉｇ．５

ＳＡＩｌ值

计算的ＳＡＲ如图８所示．ＳＡＲ的最大平均如表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ｍｏｄｅｌ

２所示
表１
Ｔａｂ．１

ＣｌＩＰ模型尺寸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Ｐ ｍｏｄ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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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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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甥
瀚
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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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１

博

ｉ∈≥／
ｋ。，一

）

’ｊ～／ｔ

图７模型尺寸的测量方法
Ｆｉｇ．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ａｎｔｏｍ

根据ＩＥＥＥ／ＩＥＣ６２７０４—１计算出１

ｇ，１０

ｇ生物

组织吸收的电磁波功率均值（即１ ｇ—ＳＡＲ和１０

ｇ

一ＳＡＲ）的切片图如图８所示．
表２最大平均ＳＡＲ
Ｔａｂ．２

Ｐｅａｋ ｓｐａｔｉａｌ—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ＡＲ

型尺寸大，同时其耳朵部位的弧度也大，能够缩短移

动电话和人头模型之间的距离，因而这种人头模型
就会产生一个相对较高的ＳＡＲ值［２】．在表１中明显

表明＆州人头模型尺寸大，但是耳朵部分的局部
曲率半径却比Ｃ耶模型小．在手机贴脸的时候，第
１个接触点在耳朵的耳廓上，第２个接触点在颧骨
附近．ＳＡＭ人头模型的耳屏点间宽和面宽的比例是
１．０８（１５２．７ ｃｍ／１４１．９

ｃｍ）Ｃｍ人头模型的耳屏点

间宽和面宽的比例是１．０４（１４４．７ ｃｍ／１３９．４ ｃｍ），
这意味着ＣＩｔＰ人头模型的两个接触点之间的轮廓

弯曲程度（局部半径较大）比ＳＡＭ人头模型的
ｔｊ、Ｅ８ Ｊ．仿真结果也支持了一个具有较大的局部半径
的人头模型会产生更大的ＳＡＲ值．构建的ＣＨＰ模
３．３讨论
表２表明：模型尺寸大并不意味着最大平均
ＳＡＲ值也大．ＩＥＥＥ １５２８－－２００３标准中表明人头模

型为各个实验进行ＳＡＲ评估和测量提供了新的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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