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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电子体温计校准规范

I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由内部电池供电,间 歇测量人体或动物腋下、口腔、直肠等不同部位

体温 ,以数字形式显示所测温度值并具有最高温度保持功能的接触式非预测型医用电子

体温计 (以下简称体温计)的校准。

2 引用文献

本规范引用下列文献 ∶

1JG1H-2003《 玻璃体温计检定规程》

J1F1007— 2007《 温度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1JF1071~⒛ 0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1JF H71— 2007《 温度巡回检测仪校准规范》

GB/T21吐 16~⒛ 08《 医用电子体温计》

OIML R H5CliHcal dectrical thermometers With maximum de讧 ce(带最大值显示

装置的医用电子体温计 )

EN12470-3∶  2000Clinical thermometers-Part3: Perfornα ance of compact e1ectrical

thermOmeters (non-predictlve and predictive) ~vith maxiIFLum

device(医 用体温计 第 3部分 ∶带最大值显示装置的紧凑型电

子体温计 (非预测型和预测型)的性能)

ITS-90 I990年国际温标

使用本规范时 ,应注意使用上述引用文献的现行有效版本。

3 术语

3.1 温度探针 (temperature prob●

体温计的组成部分之一 ,为体温计的测温部位 ,由温度传感器、套子、封胶、连接

导线、连接插头等组成。

3.2 显示单元 (indicating unit)

体温计的组成部分之一 ,用 以处理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并显示被测温度值。

3。 3 紧凑型电子体温计 (compact dectrical thermometers)

温度探针和显示单元永久紧密连成一体的电子体温计。

3.吐 分离型电子体温计 (separate dectricaI thermometers)

温度探针和显示单元分离 ,通过导线连接的电子体温计。

4 概述

体温计主要由温度探针、专用芯片和数字显示单元组成 ,采用电池供电,用于测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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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动物的体温 ,按结构可分为紧凑型和分离型两种 。体温计 的基本工作原理如下 ∶温

度传感器感受被测温度 的变化输 出电信号值 ,此电信号值输入专用芯片 ,经信号处理后

通过数字显示单元显示并保持被测体温的最高值 。

5 计量特性

5.1 测量范围

体温计 的测量范围应覆盖 35.0℃ ~伲。o℃ ,且该范围应是连续的。

5.2 分辨力

体温计 的分辨力为 0.1℃ 或更小 。

5。 3 示值允许误差限

普通体温计 的示值允许误差限见表 I。

表 ⒒ 普通体温计的示值允许误差限

精密体温计 的示值允许误差限见表 2。

表 2 精密体温计的示值允许误差限

注∶

1 当被校体温计的示值允许误差限具有明示指标且该指标高于表 1、 表 2的 规定时,体温计的

示值允许误差限应按其明示指标的规定。

2 以上所有指标 ,不 适用于合格性判断,反提供参考。

5.吐 功能性检查

5。 吐。1 外观

5。 4。 1。 1 体温计的外形应完好,不得有影响使用的缺陷。

5。 吐。1。 2 体温计的数字显示应清晰,无叠字、乱错码和缺笔画现象9小数点显示应

正确。

5。 吐。2 提示功能

5。 吐。2。 1 体温计在测量值达到稳定时,应发出视觉或听觉的提示信号。

5.吐。2。 2 体温计应有超温提示功能,当体温计超出温度测量范围时,应发出视觉或听

觉的提示信号。

2

测量范围/℃ 示值允许误差限/℃

(=35.5 ± 0。 2

35。 5-42.0 ± 0。 1

丿)42。 o ± 0.2

测量范围/℃ 示值允许谈 差限/℃

(=35。 00 +0。 I0

35.00-38。 00 +0。 05

≥>38。 00 ± 0。 10



JJF1226-ˉ 2● 09

6 校准条件

6.1 环境条件

6。 1.1 环境温度为 (⒗ ~h)℃ ,相 对湿度为不超过 85炻 。肖电测仪器对环境条件另

有要求时,应满足其使用要求。

6.1。 2 校准时 ,体温计供电电压应在Ιj常工作的范围之内,供恒温设各和电测仪器使

用的电源条件应满足相应的使用要求。

6。 2 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

校准时,可选用表 3所示的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各。

表 3 校准用测工标准及其他设备

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7。 I 校准项 目

体温计的校准项 目为示值误差。

7。 2 校准前的检查

7。 2.1 测量范围检查

技术要求 用 途 备  注
序  号 测量设备名称

|

标准体温计
测量范围:(34.5~忸 .5)℃

分度值 :不大于 0.05℃

二等以上

测量标准

也可使用满 足

要求 的其他测 量

标准

测量标准
标准铂电阻温度计

电测设备 相对误差不大于 1× 105
与标准铂电阻

温度计配套使用

4 恒温槽

工作区域内任意两点的温差

不超过 0.01℃ ,恒 温 时温度

波动不超过±0.01℃ /10mh

提供温度源

使用标准铂 电

阻作测量标准时 ,

工作 区深度不低

于 300mm

水三相点瓶
测量标准器的

零位

读数望远镜
读取标准体温

计示值

也可使用其他

可调视线水平 的

读数装置

外径千分尺 (0~25)mm
测量体温计的

括人深度

8 钢直尺 (0~3O0)mm
测量体温计温

度探针的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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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恒温槽温度分别设定在 托~0℃ 和 妮。0℃ ,待其稳定后 ,将体温计插人恒温槽中

目测检查其测量范围是否符合 5.1的 要求。

7.2Ⅱ 2 分辨力检查

可在测量范围检查的同时 ,观察体温汁的分辨力是否符合 5。 2的要求。

7.2~3 功能性检查

7。 2.3。 1 外观检查

目测检查体温计的外观是否符含 5。 吐。1.1的要求。在示值误差校准的同时,观察体

温计显示器的显示状态是否符合 5。 连。1.2的 要求。

7.2。 3.2 提示功能检查

ω 稳定提示功能

在示值误差校准的同时,观察体温计在测量值达到稳定时 ,是否符合 5。 吐。2。 1的

要求。

b)超温提示功能

可在测量范围检查的同时进行 ,观察体温计是否符合 5.4.2~E的要求。

7。 3 校准方法

7.3.I 校准点的选择

当体温计 测量 范 围为 (拍.0~妮。0)℃ 时,校 准 点一般选择 35.0℃ 、W。 0℃ 、

39。 0℃ 、吐1.0℃共 吐点 ;当体温计测量范围超出 (35。 0~妮。0)℃ 时,应增加测量范围

上、下限附近的点。用户有要求时 ,可按用户要求选择校准点。

7.3。 2 采用标准体温计作测量标准时 ,标准体温计应全浸使用 ,并应使用读数望远镜

读取其示值。采用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作测量标准时 ,电流应不大于 1mA,其插人

深度应不小于 ⒛0mm。

7.3.3 将恒温槽温度恒定在被校准点上 ,温度偏离校准点不得超过±0.2℃ 。 将标准

温度计和被校体温计同时垂直插人恒温槽内,充分稳定后 ,打开被校体温计电源。被校

体温计的插入深度为其温度探针保护管外径的 20倍或 50mm两者中较短者。

7.3.吐 在被校体温计稳定或发出读数提示后 ,按 “
标准—被校 1→被校 2→⋯⋯→被校

″—1→被校 ″—被校 ″—被校 ″-1—⋯⋯→被校 2→被校 1→标准
”

的顺序分别读取一

个循环的标准温度计和被校体温计的示值。

读数过程中,恒温槽槽温应恒定 ,槽温变化不得超过 0.02℃ 。校准时,读数应迅

速 ,读数时间间隔应均匀—致。在每一校准点完成校准后 ,应及时关闭被校体温计的

电源。

7。 3.5 当使用标准体温计作测量标准时 ,在每次校准结束后应立即测量其零位。当使

用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及电测设备作测量标准时 ,在最高校准温度点结束后 ,应立即测量

标准铂电阻温度计的水三相点电阻值。

7~吐 数据处理

7.4.1 当使用标准体温计作测量标准时 ,体温计的示值误差按公式 (ω 计算∶

Δ矽=rj— (JO+Jd—aO)                α)

式中∶加——在每一校准点上 ,被校体温计的示值误差 ,℃ ;

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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苫犭——在每—校准点上 ,被校体温计 2次测量值的平均值 ,°C;

‘0———在每一校准点上 ,测量标准 2次测量值的平均值 ,℃ ;

‘d——在每一校准点上 ,测量标准显示值的修正值 ,°C;

句——标准体温计的零位 ,℃ 。

7.吐 .2 当使用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和电测设备 (如 测温电桥)仵测量标准 H寸 ,体温

计的示值误差按公式 (2)计算 ∶

△J=J犭 一‘0                 ⑿)

在每一校准点上 .按以下步骤计算 JO值 :

W●0)= Pm              ⑴)

Ptp

ΔV(=0)=n:匚W(JO) 1彐 +乙 :匚V(扌0)— I□
2         

α )

V氵 (JO)=W(rO)— ΔV● 0)             (5)

计算出 Wr●0)后 ,查标准铂电阻温度计的参考函数表 (见 附录 C)得到每一校准

点上的参考函数值 Wr(J),按公式 (ω 计算出 JO值 :

丌=‘+ (6)
dV`Γ /dJ

公式⑴)~公式 (6)中 各符号的含义如下 :

J——校准温度点 ,℃ ;

P⒛——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在每一校准点上 2次测量值的平均值 ,Ω ;

Rtp——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在水三相点上的测量值 ,Ω ;

n:,D:——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的分度常数 ,可在其校准证 拈上查阅得到 ;

Vo0)——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在每一校准点上电阻比的实测值 ;

ΔV(rO)——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在每一校准点上电阻比差值函数的实测计算值 ;

〃r(rO)——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在每一校准点上参考函数的实测计算值 ;

dWΓ /d‘
——二等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在每一校准点上参考函数值的变化率。

7。 4.3 数据修约

按照数据处理的修约原则对数据进行修约。一般情况下 ,茁 j、 JO可修约至比被校体

温计分辨力精确一位 ,出应修约至与被校体温计分辨力相一致。

8 校准结果的表达

校准结果应在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上反映。校准证书或报告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ω 标题 ,如 “
校准证书

”
或

“
校准报告勹

b)实验室名称和地址 ;

● 进行校准的地点 (如果不在实验室内进行校准λ

ω 证书或报告的惟一性标识 (如编号),每页及总页数的标识 ;

ω 送校单位的名称和地址 ;

f)被校对象的描述和明确标识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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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进行校准的日期 ,如果与校准结果的有效性和应用有关时 ,应说明被校对象的

接受 日期 ;

h)对校准所依据的技术规范的标识 ,包括名称及代号 ;

i)本次校准所用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

j)校准环境的描述 ;

k)示值误差的校准结果及其扩展不确定度和包含因子 ,以及测量范围、分辨力和

功能性检查结果的说明 ;

D校准证书或校准报告签发人的签名、职务或等效标识 ,以及签发 日期 ;

m)校准结果仅对被校对象有效的声明 ;

ω 未经实验室书面批准 ,不得部分复制证书或报告的声明 ;

o)必要时 ,对校准结果的意见或解释 ,或者是有关被校对象的使用指南等。

9 复校时间间隔

体温计的复校时间间隔可根据体温计的使用情况、使用要求和环境条件等因素 ,由

送校单位 自主决定 ,但为了确保体温计在其规定的技术性能下使用 ,建议复校时间间隔

最长不超过 1年 。



JJF卫 226=-2009

附录 A

校准记录格式示例

原始记录编号

序  号 委托单位 委托单位地址 型  号
测量范围

/飞D
器  号

分辨力

/飞3
制造单位 证书号

吐

I 示值误差的校准

器 号 标 准

样品及标准器校准前状态

样晶及标准器校准后状态

校准温度/℃

示值读数

(标准器修正值:  ℃)

平均值/℃

恒温槽实际温度值 /℃

被校示值误差/℃

校准温度/℃

示值读数

(标准器修正值:  ℃)

平均值/℃

恒温槽实际温度值/℃

被校示值误差/℃

校准温度/℃

示值读数

(标准器修正值:  ℃)

平均值/℃

恒温槽实际温度值/℃

被校示值误差/℃

校准温度/℃

示值读数

(标准器修正值:  ℃)

平均值 /℃

恒温槽实际温度值/℃

被校示值误差/℃

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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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准前的检查结果

检查项 目 浏呈范围 分辨力 外  观 提示功能

检查结果

注∶α)挟准依据∶

(” 校准时环坑条件 :

(ω 校准用汨工标准及设各 :

“)示位误差校准结呆的浏工不铂定皮∶

(● 校准地点 :

(ω 校准过程中出玑的异常怙况及伫茁廿况说明 :

校准     校核     日期

第 页共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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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校准证书内页参考格式

校 准 结 果

1 测量范围∶

2 示值允许误差限 :

3 校准环境:温度  ℃;  相对湿度  %
4 校准依据 :

5 测量标准的溯源性及有效性说明

测量标准名称

及型号规格
编  号

测量范围

及不确定度
证书编号 有效 日期

6 示值误差的校准结果

校准温度点/℃
被校体温计

示值误差/℃
扩展不确定度/℃

自由度 ve亻

(或包含因子 ω

7 其他检查结果

检查项 目 测量范围 分辨力 外 观 提示功能

检查结果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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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标准铂电阻温度计在 〔⒛-佰 )℃ 时的参考函数表

〃℃ Wr(o d〃 r/d饣 ×1000 J/飞3 〃 r(J) dl〃〓/dJ× 1O00

30 1.11906926 3.9521278 38 1。 15064764 3.9吐 2471O

●
ο 1.12302078 3.9509196 I。 15458951 3.9在 12652

32 1.12697110 3.9497118 40 !。 15853017 3.9400597

1。 13092020 3.9在 85042 4I 1.162吐 6963 3.9388544

34 1.13吐 86810 3.9472970 42 1.166刂0788 3.9376吐 95

1。 1388I480 3.9珏 60900 43 1。 17034吐 93 3.9364448

36 1。 11276028 3。 9448834 刂4 1。 17128077 3。 9352403

1。 1刂670457 ~3。 9在36770 45 1~17821541 3.9340362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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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测 量 不 确 定 度分 析 实例

D。 1 被测对象

以分辨力为 O~1℃ 的非预测型体温计为例 ,用标准体温计作为测量标准进行校准 ,

分析、计算校准温度点为 37.0℃ 时的测量不确定度。

D。 2 评定模型

D。 2。 1 数学模型

体温计示值误差的数学模型为

ΔJ=Jj— (rO+彦 d— aO)=Δ‘i— 饣d+卩 o

式中:△饣——在每—校准点上 ,被校体温计的示值误差 ,℃ ;

Jj——在每一校准点上 ,被校体温计 2次测量值的平均值 ,℃ ;

丌——在每一校准点上 ,标准体温计 2次测量值的平均值 ,℃ ;

茁d——在每一校准点上 ,标准体温计示值的修正值 ,℃ ;

nO——标准体温计的零位 ,℃ ;

山j——在每一校准点上 ,被校体温计与标准体温计 2次测量值的平均值之差 ,℃ 。

D。 2。 2 方差

方差公式为

勿:(Δr)=〃 (ΔJj)+〃 ●d)+〃 ω0)

D。 3 标准不确定度来源

D。 3。 1 输入量 Δ饣j导致的标准不确定度叨(山.)

由输人量 Δ茁j导致的标准不确定度 "(山
j)由 4个分量构成 ∶

D。 3.1.1 被校体温计和标准体温计测量重复性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 议Ⅲ扭);

D。 3。 I。 乞 恒温槽温场不均匀性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 议山讫);

D。 3.1。 3 被校体温计分辨力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 "(山
ω ;

D。 3。 1。 吐 标准体温计插入不垂直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 议山ω 。

D。 3.2 输入量 茁d导致的标准不确定度 议茁d)

由输人量 九导致的标准不确定度 议 Jd)由 2个分量构成 :

D。 3。 2.1 标准体温计的量值传递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 议 rd1λ

D。 3.2。 2 标准体温计年稳定性引人的标准不确定度 议 Jd2)。

D。 3。 3 输人量 nO导致的标准不确定度 议aO)主要由标准体温计的零位估读引入。

D。 吐 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D。 4。 1 议加j)的评定

D。 珏。1.1 议山jl)的 评定

恒温槽的温度波动、被校体温计和标准体温计的短期不稳定性等均会引起被校体温

计与标准体温计示值之差值的不重复 ,采用 A类评定方法。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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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犰 —Π)2
0〓 l

对被校体温计和标准体温计在重复性条件下作 I0

为∶0.085℃ 、0.09o℃ 、0.090℃ 、0Ⅱ 085℃ 、o。 o85℃ 、

0.080℃ 、0.080℃ 。用下式计算标准偏差得

次测量 ,得到 I0次差值 ,分别

0.08O° C、  0.085飞 3、  o.o80℃ 、

=0。 004°C

实际测量中以 2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则

"(Δ
Jjl)=J宀σ=0.0o3℃

v(ΔJjl)=10— 1=9
D。 珏。I。 2 ωΔ功)的评定

采用 B类评定方法。

恒温槽温场的均匀性≤ 0。 0I℃ ,则区间半宽 臼=0.005℃ ,该分布服从均匀分布,故

"(Δ
rjD=0。 005℃宀厅=0.003℃

不可靠程度取 10%,则 自由度 v(AJ丿 =1/田×α0%/彐 =50
D。 吐。1。 3 "(Ar侣 )的评定

采用 B类评定方法。

被校体温计分辨力为 0。 I℃ ,则 区间半宽 臼=0.05℃ ,该分布服从均匀分布 ,故

叨(Δrj:)=O。 05℃ 宀厅=0.029℃

不可靠程度取 10%,则 午由度 ≮山ω =1/匚 2× (10%丫彐=50
D。 4。 1。 攻 议山⒒〉的评定

采用 B类评定方法。

标准体温计括人不垂直对测量结果造成杓影响最大为±0。 005℃ ,该分布服从均匀

分布 ,故

`(Δ
Jj在 )=0。 005℃ 宀t=0.0o3℃

不可靠程度取 10%,则 自由度 v(山● =I/匚 2× α0%/彐 =50

D。 吐。1。 5 议山j)的计算

输人量 ΔJ扭 、Δr讫 、Δr旧 、Δr"彼此之间相互独立 ,则

"(Δ
Jj)=V〃 (Δrjl)+〃 (Δ Jj户 +〃 (Δrj:)+〃 (Δ‘jD=0。 029℃

v(ΔJj)= `(Δ
饣J)

=50+ + +号←圭÷—
D。 4。 2 议rd)的评定

采用 B类评定方法。

D。 吐。2。 I 议Jdl)的评定

标准体温计在 37℃ 点上示值修正值的测量不确定度为

贝刂

12

△、9=20mK    茈=〓 2。 58

"(轴
)=20mK/2。 58=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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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靠程度取 10%,则 自由度∶

v(‘ d1)=1/匚 2× α0%丫 彐=50

D。 吐。2.2 议苫d2)的评定

标准体温计的年稳定性为±0.03℃ ,该分布服从正态分布 ,故

"(勹
户=0.03℃ /3=0.01℃

不可靠程度取 I0%,则 自由度 :

v(rd户 =1/匚 2× α0%/]=50
D。 4.2。 3 议‘d)的计算

输人量 议 J ll)、 议饣d2)彼 此之间相互独立 ,则

"(rd)=√ "2⒍
d● +〃 (rd力 =0。 013℃

≮Jd)= "4(rd) =101

帑
+帑

D。 4.3 "(a。 )的评定

采用 B类评定方法。

叨ω0)主要由标准体温计的零位估读引入。校准时通过读数望远镜可读至分度值的

1/10,则区间半宽 Ω=0.0025℃ ,该分布服从均匀分布 ,故

"(nO)=0.0025℃
宀厅=0· 00I℃

不可靠程度取 I0%,则 自由度为

v(nO)=1/匚 2× (I0%/彐 =50

D。 5 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的评定

D。 5。 I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汇总见表 D.1。

表 D。 I 标准不确定度分工汇总

标准

不确定度
不确定度的来源

标准不确定度

/℃

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飞3
自由度

△(ΔJj)

Ξ(Δ Jjl)

Ξ(Δ J讫 )

"(Δ
J记 )

Ξ(ΔJ")

被校与标准之差的重复性

温场不均匀性

被校分辨力

标准括人不垂直

o。 029

o。 003

0。 003

o。 029

o。 003

o。 029 50

"(Jd)

〃(Jd1)

Ξ(J出 )

·标准器传递引人

·标准器年稳定性引人

o。 013

o。 008

o。 010

o。 013 IO1

Ξ(nO) ·标准器零位估读引人 o。 00I 0。 001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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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2 合成不确定度的计算

输人量 ΔJ亡 、茁d、 a。 彼此之间相互独立 ,则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

″c(△●=y孑 (ΔJf)+〃 (Jd)+〃 (n。 )=O。 032℃

D。 6 扩展不确定度的评定

D.6~1 合成标准不确定 自由度的计算

合成标准不确定的自由度可由下式得到∶

″:(ΔJ)
— 〓=72Veff==

⒍
●
●
d
!
¨

一
d
d
叫

臼
一
一

"“
ΔJj)+兰

|舆⊥+卫|华|
v(ΔJi) l v(Jd) 

〕
 v(a0)

D.6.2 扩展不确定度的计算

取 p=95%,按 吒亻=50查 茁分布表得 rp(ve仃 )=I· 98吐 ,则扩展不确定度 :

U95=尼p×
"c(Δ

J)=J夕 (veff)× “c(ΔJ)=0。 06吐℃≈ 0。 07℃

D。 7 测量不确定度的报告

体温计在 W℃校准点上示值误差的测量不确定度为

L厂θ5=〓 0。 0713    veff==50

D。 8 测量标准装置的不确定度

在上述评定过程中,剔除被校体温计测量重复性和显示值分辨力引人的标准不确定

度后 ,则合成不确定度为

"c(Δ
r)=√ (0.002) +(0。 00ω +(0.00ω +(0。 008) +(o。 m) +ω。001)

=0。 01吐℃

取包含因子 庀=2,则不确定度 U=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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