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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温枪计量检定不合格的
原因以及影响因素分析

王恩礼　杨　芳　袁世新

（临沂市检验检测中心，山东 临沂 276000）

摘　要　本文就额温枪相关的国家标准、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进行分析，并结合作者单位的检测情况进行探讨，提出一

些思考和建议，以期对额温枪的产品检测有所帮助。额温枪又被称之为红外线测温仪，一个完整的额温枪产品是由外壳、

内部电路板及电池（系统供电）三个部分组成（图 1）。主要是用以测量人体额头的温度，属于基准测温设备，使用便捷、

方便。1s 内就能够精准的测量温度，且无镭射点，可以免除对眼睛的损害，不需要接触人体皮肤，可避免交叉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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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感发生期间，额温枪的作用十分显著，能够实现

一键测温。比较适合在家庭用户、图书馆、事业单位、医院、

学校、海关、机场与宾馆等人多的场所使用，能够让医务

人员在诊所使用。人体的正常温度在 36~37℃区间，若是超

出 37.1℃则判定为发热，37.3~38℃则为低烧，38.1~40.0℃

则为高烧，40℃以上则会出现生命危险。

1 额温枪工作流程

人体鼓膜的辐射能量主要处于 6~15μm 区间。额温枪

通常使用热电堆传感器，此传感器包含了上述的光学系统、

光电探测器—热电堆、热敏电阻。通过热电堆传感器，检

测人体鼓膜的远红外 6~15μm 的辐射强度。这一测量结果

是相对量，即所得结果与被测物的辐射强度和热电堆本身

的温度相关。而热敏电阻则用于测量热电堆本身的温度。

通过计算辐射强度及热电堆本身的温度，即可得到被测物

的温度。[1]

2 额温枪测温原理

物体处于零度以上时，因为其内部带电粒子的运动，

以不同波长的电磁波形式，向外辐射能量，波长涉及紫外、

可见、红外光区，但主要处于 0.763μm 的近红外、36μm

中红外、6~15μm 远红外区。物体的红外辐射能量的大小

及其按波长的分布与它的表面温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因此，通过对物体自身辐射的红外能量的测量，便能准确

地测定它的表面温度，这就是红外辐射测温所依据的客观

原理（图 2）。

3 额温枪计量不合格原因分析

体温是机体内在活动的客观反映，也是医务人员开展体

格检查、疾病诊断、生命体征监测的重要指标之一。目前，

临床上测量体温设备为水银体温计、电子体温计、非接触式

红外线耳温计、非接触式红外线额温枪等。传统水银体温计

价格便宜，且性能稳定，属于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体温测量

工具。传统水银体温计使用期间，存在明显的患者配合要求

高、测量温度时间较长、定期消毒、易破碎、汞中毒危险等

不安全因素。国内有报告认为，在流感、疫情高发时期，非

接触式红外线额温枪的使用优于水银体温计。[2]

3.1 误差分析

（1）使用环境温度过低 / 过高。额温枪的工作环境一般

是在 16~35℃之间。低于 16℃或高于 35℃时，产品就无法

正常工作。

（2）测温模式设置错误。一些额温枪具备体温模式、

物温模式、室温模式，测量体温时一定要确保额温枪处于

体温模式才能使用，不然就会导致测量结果有偏差。

（3）计量单位。未设置好额温枪的模式与计量单位，

部分额温枪有表面体温与体温两种功能，不可选择错误模

式，计量单位为摄氏度（℃），并不是华氏温度℉，两个

单位所反映的数字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4）外界因素的影响。精准的温度测量，需要将外界

干扰因素排除，比如：测量环境内的空气、水蒸气、其他

遮挡物等，均会将物体辐射曲线改变，使得测量的温度不

精准。要确保测温仪的光学部分清洁、无灰尘、水汽等，

被测量人的耳道、额头无汗水、毛发与帽子、灰尘等杂物。

与此同时，测量体温需要在室内无风的情况下，保证仪器

使用不存在较大的温差，使用环境为 16℃以上，确保设备

的正常工作。若是室外的天气寒冷，测量温度不具备参考性，

这是因为在非正常环境下工作。[3]

（5）仪器损坏。若是额温枪被摔使得其损坏，会导致测

量数据不精准性，此时需要进行设备更换，重新购买额温枪。

3.2 调节方法

（1）多测量几次。若是怀疑额温枪数值不精准性，先

将上述因素排除，进行多次反复测量，或者是换人测量之后，

再进行返回测量。当被测人来自温差较大的地方，需要在

测量环境内停留 5min 以上，与环境温度一致后，再测量，

避免影响结果。[4]

（2）给额温枪保温。不少案例证明，额温枪测量不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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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温度过低，导致设备无法正常的工作。针对此，建

议将额温枪放置在干燥、温度适宜的保温箱内，轮换使用。

其次，将额温枪放在取暖设备附近，不可高温烘烤，保温

以供使用。再者，将额温枪放置在衣物内，使用体温进行

设备保暖，或者也可给额温枪贴上暖宝宝，为设备保暖，

定期及时更换即可。最后，先将测量设备放置在需要测量

地方内 20min 后再使用，确保设备适应环境温度，以此保

障数据的精准性。

（3）根据规范校准。依照我国 JJF1107《测量人体温度

的红外温度计校准规范》等技术规范到就近法定计量技术

机构进行校准，如校准发现测量仪数据误差较大、测量重

复性差、性能不稳定的，建议停用。

3.3 正确使用方法

（1）开机准备。额温枪上需要安装 5 号碱性电池 3 节，

图 1

图 2 手持式红外测温仪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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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时要注意电池正负极，第一次使用且刚放入电池后，

需要等待 30min，预热之后再使用。额温枪的最佳使用温度

为 10℃ -40℃之间。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测量的是物理

温度，第二次则为体温。

（2）测量使用。测量体温时，产品对准额头正中央，

也就是眉心上方，保持垂直，测量部位不可有任何的毛发

遮挡，产品与额头之间的距离为 3cm~5cm。婴幼儿本身的

大脑皮质未实现完善发育，体温调节中枢功能并未成熟，

皮肤散热较差，其保温调节功能与大人相比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体温也极易受外界的影响。若发烧，不仅要测量额温，

还需要测量肚皮、胸口、颈动脉等，以显示最多的数据为

测量数据。测量次数建议为 3 次左右，每次测量间隔时间

为 3~5s，多次测量以显示最多的数据为测量数据。若发现

温度偏差较大，使用其他的测温设备再次测量确认，比如：

玻璃体温计、耳温枪等。[5-6]

3.4 注意事项

在测量之前，要详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同时保持额头

位置干燥、无头发遮挡，测量环境为 10℃ ~40℃，确保测

量精准度。其次，所测得的数据，仅为额头温度，仅供参考，

无法作为医疗判断。若发现体温异常者，需要使用专门的

医疗体温计进行进一步的测量。定期清洁感测浸透，若转

换使用期间环境温度变化较大，需要先将仪器放置在测量

环境下 20min 后再进行测量，以此确保数据的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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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推广、演出、广播、展览活动，扩大资源共享范围；

根据农民和农村青年生产生活的普遍需要，重点组织编写

一批科普资料，使科普以一种大众化的方式走进基层人民

的日常生活。

比如，每年我们都会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科普报告、科

技演讲、知识竞赛、影像展示、科技咨询、科技下乡等丰

富多彩的科普活动。除此以外，根据调研我们发现，科普

应急这一块在农村科普中还需加强，2020 年我们组织专家，

编发了《奥秘应急与安全》科普读物。我们还把科普小知

识印刷在科普挂历上，为人们送上了实用的科普小知识。

3.6 加强各级组织领导，搭建一个社会化科普服

务平台

科普事业是全社会的事业，这就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

同努力。因此，国家也应当进一步加强学术科普和宣传，

动员和鼓励引导每一位社会成员积极地参与。

科普活动工作量大，工作范围领域广，需要很多经费

及其不同类型的人才。仅仅依赖科协这一部门的力量去开

展科普活动是不行的。我们要充分调动社会上更多的人一

起开展科普活动，要尽快搭建健全的社会科普服务平台。

这个平台是在为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科普活动所提供的服务。

其中最核心目标就是形成各种科普活动的合力，实现科普

活动的资源共用。

要进一步认真地学习贯彻《科普法》及中央、省、市

人民政府有关科普法规和文件的精神，并真正把它们纳入

本部门年度绩效考核的重大议程和主题。建立健全各类科

普活动工作的领导班子，明确各部门职责，密切各部门协作，

使科普工作机构真正发挥作用。各级政府要根据自身实际，

制定长期、中期、短期科普规划，明确每个时期的目标任务，

一年内分步组织实施 [5]。要落实各部门职责，加强检查指导，

确保目标方案的落实。

4 结论

总之，在新的形势和时代背景下，大力开展科普教育，

促进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提高其科学素养，是开展科

普活动的首要目标。农村的科普水平是衡量农村地区的科

学文化品格和综合素质的主要标准，它直接影响到农村的

发展、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科普媒体工作者们应该对农

村科普的对象、内容、方法和形式等做系统的调查研究，

根据我国农村科普工作的特点大胆创新，努力探索适合我

国农村科普工作的新思路、新途径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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