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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本大纲的结构及 内容依据 J1F1015-2014《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通用规 范》和

JJF101G-2014《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编写导则》的相关要求。试验要求和试验方法

依据 GB/T⒛ 纽7.1—⒛08《 医用红外体温计 第 1部分 :耳腔式》和 JJF H07— 2003

《测量人体温度的红外温度计校准规范》制定。

本大纲试验项 目包含 GB/T⒛姐7.1—2008中 除 勹。4.4最 大允许临床重复性
”

勹。7生物相容性
” 扭。8安全要求

”
和 饵。h环境试验要求

”
中的

“
电源电压适应能

力
”

以外的全部项 目。

本大纲对 GB/T21狃 7。 1—2008中 %.15环境试验要求
”

中部分试验项 目的试验

方法进行了调整。增加 了
“
报警功能一显示范围

”
和

“
报警功能-环 境温度

”
的试验方

法。
“
振动试验

”
和

“
碰撞试验

”
的最后试验环节中增加了

“
规定的温度显示范围内最

大允许误差
”

试验。
“
运输试验

”
的最后试验环节 中只进行

“
外观与结构

”
和

“
规定的

温度显示范围内最大允许误差
”

试验。

本大纲为首次发布。

亠〓囗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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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耳温计型式评价大纲

1 范围

本大纲适用于分类编码为 04061000的 红外耳温计 (以 下简称耳温计)产品的型式

评价。

2 引用文件

本大纲引用了下列文件∶

JJF10h-20H 计量器具型式评价通用规定

1JF H07— 2003 测量人体温度的红外温度计校准规范

GB/T1彳 10—2009 医用电器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2H17.1—2008 医用红外体温计 第 I部分 :耳腔式

凡是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大纲 ;凡是不注 日期的引用文

件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玫单)适用于本大纲ρ

3 术语和定义

3.1 校准模式 calibration mode

耳温计显示从耳温计黑体处测量所得的温度的模式。

注 :

1.校准模式下,耳 温计显示对耳温计黑体温度的测量结果。校准模式是耳温计必须具有的

工作模式,用 于耳温计实验室误差的测量。

2.可 以通过按键操作直接将耳温计设定到校准模 式或通过数学运箅等技术来获得校准

模式。

3.2 实验室误差 error而thin amuent。 perating range

在规定的环境温、湿度条件下 ,耳温计在校准模式下示值与耳温计黑体温度的

差异。

注 :

1.规定温、湿度条件包括额定工作环境条件和实验室参考条件两种环境条件。

2.额 定工作环境条件:温度为 16。 0℃ ~35.oC,湿 度为≤85%RH。

3.实 验室参考条件:温度为 23℃ ±2C,湿度为 50%RH± 20%RH。

4 概述

红外耳温计,又称耳腔式红外体温计,是指利用耳道和鼓膜与探测器间的红外辐射

交换测量体温的仪器。耳温计通常由光学系统、探测器和电测系统构成。耳温计的示值

可以是耳腔温度或由耳腔温度推算的人体其他部位温度,如 口腔温度、腋下温度和直肠

温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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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制管理要求

5.1 计量单位

温度的单位采用摄氏度 ,符号为 C。

5。 2 外部结构

对不允许使用者 自行调整的耳温计 ,应采用封闭式机构设计或 留有加盖封印的
位置。

5.3 标志

试验样机应标识生产厂厂名或商标、型号规格、出厂编号。

试验样机应预留出位置以标出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的标志和编号以及计量器具型式

批准标志和编号。

G 计量要求

6.I 指示单元

6.卫。1 分辨力

耳温计指示单元的显示分辨力应为 0.11C或更小。

6.I。 2 显示

耳温计显示器上的数字高度至少为 4ηm,或通过视觉上的放大效果来达到。

6.2 温度显示范围

温度显示范围应覆盖 35。 0C~妮 。o℃ 。

6.3 实验室误差

6.3.1 规定显示范围内的实验室误差

额定工作环境条件下 ,扎。0℃ ~妮。o℃显示范围内,耳温计实验室误差应不超过

±0。 2℃ 。

6.3.2 规定显示范围外的实验室误差

额定工作环境条件下 ,35。 0C~妮 。o℃显示范围外 ,耳温计实验室误差应不超过

±0.3℃ 。

6.3.3 变化环境条件下的实验室误差

当环境处于额定工作环境条件 ,但环境温度发生快速变化时,耳温计实验室误差应

满足 6.3。 1要求 ,或停止提供温度读数。

7 通用技术要求

7。 I 外观与结构

7.1.I 耳温计表面应光亮整洁 ,不得有明显的划痕、破损和变形。

7.I.2 耳温计表面上的文字和标志应准确、清晰、牢固。

7.I.3 耳温计的控制和调节机构应灵活可靠 ,紧固件应无松动。

7.1。 吐 耳温计的功能键应有明确的标记、指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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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模式

耳温计具有多种测量模式时`对肖前所处的测量模式应有清晰标识。

注:耳 温计可能同时具有多种测量模式,如校准模式、耳温模式和一种或多种估算模式。校准

模式是耳温计必须具有的工作模式。估算模式包括口腔模式、腋温模式、直肠模式等。

7.3 探测器保护罩

7.3。 卫 若制造商要求使用探测器保护罩 ,它应被放置于探测器前端 ,在温度测量中在

被测对象和探测器前端之间起到卫生保护作用。

7.3.2 若制造商要求使用耳温计的探测器保护罩 ,则在没有探测器倮护罩的情况下使

用时 ,耳温计应停止显示温度读数 ,或在每次测量前有提示信息出现。要求每次测量使

用全新探测器保护罩的,应由制造商在说明书中提出警告性声明。

7.3.3 使用一次性探测器倮护罩的耳温计 ,在 6。 3试验中每次测量时应更换新的探测

器保护罩。

7.吐  自检功能

耳温计应具有 自动化的自我检测程序 ,并在有关资料中提供操作信息和清晰描述耳

温计处于正常状态时的显示特征。

7.5 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

7。 5。 I 温度显示范围、温度单位、最大允许误差 (或 准确度 )、 正常工作条件和储存

条件。

7.5.2 不同测量模式的转换方法 (适用于具有多种测量模式的耳温计 )。

7。 5.3 被测对象、身体部位。

7.5.吐  探测器保护罩 (若有)属于一次性或多次性使用 ,多次性使用时的消毒方法和

储存条件。

7.6 清洁、消毒或灭菌

若制造商明示耳温计可以被清洁、消毒和/或灭菌 ,则应提供有关这些操作的指导

说明。在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方法对耳温计清洁、消毒和/或灭菌后 ,耳温计的标志标识

和说明应清晰可辨 ,并应符合 6.3。 I要求。

7.7 提示报警功能

当以下—个或多个数据超过制造商规定的限度时,耳温计应有声、光或显示的提示/

报警信号 ,或停止提供温度读数。

7.7.1 电源电压 (适用于内部直流电源供电的耳温计》。

7.7.2 显示范围。

7.7。 3 环境温度。

7.8 自动关机功能

内部直流电源供电的耳温计应具有 自动关机功能 ,具有多功能的耳温计除外。

7.9 环境试验要求

7.9.1 储存试验

在不通电及完整包装条件下 ,耳温计在表 1所示环境条件下保存一定时间并恢复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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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项 目
试验条件

温度 ,湿度

试验要求

箱内试验时间/h 箱内恢复时间/h

低温储存 ˉ̄2o 【), ————o 4 4

高温储存 55℃ ,—— O 4 4

湿热储存 吐0【⒊,93%RH 48 2在

注 :⊙ 环境湿度一般≤70%RH,样 机表面不可结露或结霜。

实验室参考条件后 ,应符合 6.3.1要 求 。

表 ⒒ 储存试验项目和试验条件

7.9。 2 跌落试验

耳温计在正常使用时从垂直距离为 1m的高处以 3种不同起始姿态 自由跌落到—个

硬质表面上后应符合 7.1要求 ,并符舍 6.3.1要 求或停止提供温度读数。

7.9.3 振动试验

按照 GB/TM"0— ⒛0θ 表 1中 “
振动试验

”
分组 Ⅱ的要求试验后 ,应符合 7.1和

6.3。 1要求。

7.9。 4 碰撞试验

按照 GB/T⒕ 710—⒛09表 1中 “
碰撞试验

”
分组 Ⅱ的要求试验后 ,应符合 7.1和

6。 3.1要求。

7.9.5 运输试验

按照 GB/TH"0— 2009中 4“运输试验
”

要求的试验后 ,应符合 7.1和 6。 3.1

要求。

8 型式评价项目表

耳温计的型式评价项 目如表 2所示。

表 2 型式评价项目-览表

9 申请单位提交的技术资料及试验样机

9.1 技术资料要求

申请单位提交的技术资料应符合 JJF1015-20H中 4的要求。

9.2 试验样机要求

申请单位应提供试验样机,并依据企业标准经出厂检验合格。

9。 2。 1 提供样机的数量

对于单一产品,样机数量为 3台 。

对于系列产品,选择有代表性的产品,每个产品的样机数量为 3台 。具有代表性的

4

序号 类别 项目条款

观察项 目 5.1, 5.2,5.3,7.1,7.2, 7.3, 7。 49 7.5

试验项 目 6。 I, 6.2,6.3,7.6,7.7,7.8,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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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由受理申请的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与承担试验的技术机构根据申请单位提供的技术文

仵确定 0确定样品型号或枧格时需考虑以下因素 :

a)准确度相同,测量区间不同的系列产品在选取样机时应包括测量区间上下限的

产品。

b)准确度不同,测量区间和结构相同的系列产品在选取样机时应包括在各准确度

等级的产品。

c)通常,不同光路、不同型号主要元件或不同技术指标的不同规格产品不应划分

为同—系列。

9.2.2 样机的使用方式

所有试验项 目应在所有样机上进行 ,且不得在试验期间或实验中对样机进行调整。

10 试验项目的试验方法和条件以及数据处理和合格判据

10.1 指示单元试验
——试验 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足 6。 1。 1和 6。 I。 2要求。
——试验条件

环境条件 :实验室参考条件。
——试验设备

游标卡尺。
——试验程序

手动操作仪器 ,目视观察样机显示分辨力。

使用游标卡尺测量样机显示屏上显示数字的轮廓高度 ,并记录。
——合格判据

满足 6.1。 1和 6。 1。 2要求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I0.2 温度显示范围试验
——试验 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足 6.2要求。
——试验条件

环境条件 :实验室参考条件。
——试验设备

耳温计黑体。
——试验程序

将黑体辐射温度设定在以下两个温区内反复试验 ,观察耳温计显示。

a)显示温度下限检验温区 :(耳温计最小显示温度值
—

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

的绝对值 -0。 5℃ )~(耳 温计最小显示温度值 +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值

+0.5℃ )。

b)显示温度上限检验温区 : (耳温计最大显示温度值
—

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允许误

差的绝对值
—0.5C)~(耳 温计最大显示温度值+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允许误差的绝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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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0.5℃ )。

——厶格判据

满足 6.2要求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10。 3 规定显示范围内的实验室课差

——试验 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足 6.3.1要 求。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见表 3。

——试验设备

ω 耳温计黑体 ;

b)湿热试验箱 (室 )。

——试验程序

ω 试验顺序为∶实验室参考条件
一

额定工作低温试验
一

额定工作高温试验→额定

工作湿热试验。样机在各试验环境条件中需稳定 30min后进行实验室误差检验,如制

造商另有规定,稳定时间可以延长。

b)将耳温计黑体和样机放置于湿热试验箱 (室)中 ,以平均速率为 0.3℃ /mh~
1。 0C/min的温度变化将湿热度试验箱 (室)的温度改变至表 3所示的实验室参考条

件的规定值,再调湿至相对湿度规定值,稳定后进行实验室误差试验。当实验室的环境

条件满足实验室参考条件的温、湿度要求时,实验室参考条件下的实验室误差试验可在

实验室中进行。

ω 设定耳温计黑体温度。复现的温度点为 35.2C、 W。 0℃ 、伍。8C,或根据样

机的技术指标适当增加温度点。

ω 耳温计黑体达到设定温度点并稳定后,使用样机测量耳温计黑体温度。测量

时,样机应处于校准模式,探头前端应尽量与空腔开口齐平,伸人腔口不得超过2mm。

使用一次性探头保护罩的样机,每次测量均应更换新的探头保护罩。

ω 测量时,同时记录耳温计黑体温度参考值 茁R∷ 和样机示值‘EuT宀 。每个温度点 ,

每只样机测量 3次。

6

表 3 规定显示范围内的实验室误差的环境条件要求

试验项 目 试验条件 (温度 ,湿度 )

实验室参考条件 23℃ ±2℃ ,50%RH± 2O%RHo

额定工作低温试验 16C, ———②

额定工作高温试验 35°C, — o

额定工作湿热试验 35【),85%RH

注 :

°环境温、湿度处于规定范围内即可,可不在温、湿度实验室开展试验。

②环境湿度一般≤70%RH,且仪器表面不可结露或结霜。



JJF i577-ˉ 20i6

o按 照 10.3的 “
数据处理

”
方法确定样机的单次测量结果的实验室误差 Δ苫j,根

据 卫0。
g的 “

含格判据
”

方法判定样机在试验环境下的实验室误差是否含格。含格的样

机进行后续试验。

g)以 平均速率为 0。 3C/min~1.0C/min的温度变化将湿热试验箱 (室 )的温度

改变至表 3所示的额定工作低温试验条件 ,稳定后按照 c)、 d)、 e》 、f)方法进行额定

工作低温条件下的实验室误差检验。

h)以平均速率为 0.3C/mh~⊥。0C/mh的 温度变化将湿热试验箱 (室 )温度改

变至表 3所示的额定工作高温试验条件 ,稳定后按照 c)、 d)、 e)、 f)方法进行额定工

作高温条件下的实验室误差检验。

i)以 平均速率为 0.3°C/min~1。 OC/mh的 温度变化将湿热试验箱 (窒 )的温度

改变至表 3所示的额定工作湿热试验条件的温度规定值 ,再加湿至相对湿度规定值 ,稳

定后按照 c)、 ω、ω、0方 法进行额定工作湿热条件下的实验室误差检验。

j)试验结束后 ,将样机仍留在湿热试验箱 (室 )内 ,将湿热试验箱 (室 )的试验

温度 (以 0.3C/min~1。 0℃ /min的 平均速率)和相对湿度恢复到环境条件 ,使样机

达到温、湿度稳定后再取出。
——数据处理

对于每只样机 ,在每个温度点 ,单次测量结果的实验室误差为 :

出 j=rEuT∷ 一 茁R∷ (j=I,2,3),单
位

°
C。

——合格判据

若单次测量结果 |加 j|≤ 0.2C,则单次测量结果台格 ;否则单次测量结果不

合格。

若单只样机的所有单次测量结果均合格 ,则该样机规定显示范围内的实验室误差合

格 ;否则不合格。

10.4 规定显示范围外的实验室误差
——试验 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足 6.3.2要求。
——试验条件

环境条件 :实验室参考条件。
——试验设各

耳温计黑体。
——试验程序

ω 试验前 ,将耳温计黑体和样机分别放置于实验室参考条件中并稳定至少30min,

如制造商另有规定 ,稳定时间可以延长。

b)试验温度点 :测量范围的下限+0.3℃ 和测量范围的上限-0.3C两个温度点。

● 按照 10.3试验程序的 ω 和 ω 进行实验室误差试验。
——数据处理

同 I0。 3的数据处理。
——合格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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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单次测量结果 |Arj|≤ o。 3℃ ,则单次测量结果合格 ;否则单次测量结果不
合格。

若单只样机的所有单次测量结果均含格 ,则该样机规定显示范围外的实验室误差合
格 ;否则不合格。

10.5 变化环境条件下的实验室误差
——试验 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足 6.3.3要求。
——试验条件

环境条件 :实验室参考条件。
——试验设备

a)耳温计黑体 ;

b)计时器 ;

● 湿热试验箱 (室 )。

——试验程序

ω 将样机放置于处于额定工作环境条件的湿热试验箱 (室 )中 ,以 平均速率为
0.3C/min~ェ 。oC/min的温度变化将湿热试验箱 (室 )的温度改变至温度为 (实验
室温度 +10。 0C± o.5℃ ),再调节湿度至 30%RH~7o%RH。

b)样机在湿热试验箱 (室)中稳定 30丽n后 (若制造商有特殊要求 ,稳定时间可
以延长),取出放置在实验室参考条件中。

ω 在取出 1min、 2血n、 3min、 4山n、 5山 n、 6min、 Io min、 20血n和 30min
时,根据 I0。 3的试验程序 ω 和● 测量耳温计示值。测试温度点为 (″。0± o.5)℃ 。

——数据处理

同卫0.3的数据处理。
——合格判据

对于不显示测量结果且提示
“
错误

”
信息的样机,单次测量结果合格。

对于显示测量结果的样机,若单次测量结果 |出 J|≤ 0。 2℃ ,则单次测量结果合
格;否则单次测量结果不合格。

若单只样机的所有单次测量结果均合格,则该样机变化环境条件下的实验室误差合
格;否则不合格。

I0.6 清洁、消毒或灭菌试验
——试验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足 7。 6要求。本试验项目仅适用于 7。 I、 6.3。 1和 6。 3。 2检验
合格的样机。

——试验条件

环境条件∶实验室参考条件。
——试验设备

耳温计黑体。
——试验程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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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按制造商制定的程序对样机进行清洁、消毒和/或灭菌 ⒛ 次 ;

b)目 视检查外壳标志是否未受影响,并满足 7.1要求 ;

c)按照 10.3试验程序的 ω 和 c)方法检验样机在实验室参考条仵下的实验室误

差。检验温度点为 37.0C± 0.5C。

——数据处理

同 10.3的数据处理。

——合格判据

样机进行清洁、消毒和/或灭菌后 ,符合 7.6要求的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10.7 提示报警功能 I—— 电源电压

——试验 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足 7.7.1要求。

——试验条件

环境条件 :实验室参考条件。

——试验设备

直流稳压电源。

——试验程序

ω 使用直流稳压电源代替耳温计的内部直流电源 ,将 电压输出设置为耳温计电源

电压的额定值 ,为耳温计供电。

b)缓慢降低电源电压 ,观察耳温计的显示屏幕。

——合格判据

耳温计显示屏幕显示低电量的指示符号 (或警告符号)或停止提供读数的为合格 ;

否则为不合格。

10.8 提示报警功能 2——显示范围

——试验 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是 7.7.2要求。

——试验条件

环境条件 :实验室参考条件。

——试验设各

耳温计黑体。

——试验程序

同 10.2的试验程序。

——合格判据

耳温计显示提示信息的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10。 9 提示报警功能 3——环境温度

——试验 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足 7.7.3要求。

——试验条件

a)环境温度为 :耳温计标称工作环境温度下限值
—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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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环境温度为 :耳温计标称工作环境温度上限值+3C。
注:环境湿度一般≤70%RH,且仪器表面不可结露或结霜。

——试验设备

温度试验箱 (室 )。

——试验程序

a》 将样机放置于处于环境条件的温度试验箱 (室 )中 ,以平均速率为 0。 3℃ /min~

1.OC/mh的温度变化将温度试验箱 (窒 )内温度改变至 (耳温计标称工作环境温度

下限值
—ωC,稳定 30mh。 若样机有要求 ,稳定时间可以延长。稳定后 ,使样机开

机 ,并按测量键 ,观察耳温计显示。

b)以平均速率为 0.3C/mh~1。 0°C/1mlin的温度变化将温度试验箱 (室 )温度改

变至 (耳温计标称工作环境温度上限值 +3)°C,稳定 30min。 若样机有要求 ,稳定时间

可以延长。稳定后 ,使样机开机 ,并按测量键 ,观察耳温计显示。

● 试验结束后 ,将样机仍留在温度试验箱 (窒 )内 ,以 0。 3C/min~1.0C/min

的平均速率恢复到环境条件 ,使样机达到温、湿度稳定后再取出。

——合格判据

样机显示环境温度超出标称工作环境温度的提示信息、不能开机或无示值显示的为

合格 ,否则为不含格。

10.I0 自动关机试验

——试验 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足 7.8要求。

——试验条件

环境条件 :额定工作环境条件。

——试验设备

计时器。

——试验程序

a)待样机正常开机并进人待机状态后 ,开始计时 ,目 视观察样机显示。

b)样机 自动关机时 ,计时结束 ,记录样机从进人待机状态至 自动关机所需时间 ,

计时期间应对样机无任何操作。

——合格判据

样机具有 自动关机功能的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10.11 储存试验

——试验 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足 7.9.1要 求。

本试验项 目仅适用于 7.1、 6。 3.1和 6.3.2检验合格的样机。

——试验条件

环境条件∶实验室参考条件。

——试验设备

ω 耳温计黑体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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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温度试验箱 (室λ

c)湿热试验箱 (室 )。

注:些 温热试珞箱 (窒 )的 性能指标覆盖温度试验箱 (室 )时 ,可使用湿热试验箱 (室 )代替

温度试验箱 (室 )。

——试验程序

a)储存试验顺序为低温储存-高温储存一湿热储存。

b)将样机放置于温度试验箱 (窒)中 ,以平均速率为 0.3C/min~1.0C/min的

温度变化将温度试验箱 (室 )温度改变至表 1所示的低温储存条件并倮持 4h。 然后将

样机留在温度试验箱 (室 )内 ,将试验温度 (以 0。 3C/min~1。 0°C/min的平均速率 )

和相对湿度恢复到实验室条件 ,使样机达到温、湿度稳定后取出。

c)按照 10.3试验程序的ω、ω、e)和 D方法检验样机在实验窒参考条件下的实

验室误差。实验室误差合格的样机进行后续试验 ,实验室误差不合格的样机停止试验。

ω 将样机放置于温度试验箱 (室 )中 ,以平均速率为 0.3℃ /min~1.0C/min的

温度变化将温度试验箱 (窒 )温度改变至表 1所示的高温储存条件并保持 珏h。 然后 ,

将样机留在温度试验箱 (室)内 ,将试验温度 (以 0.3C/mh~1.0C/min的 平均速

率)和相对湿度恢复到实验室条仵 ,使样机达到温、湿度稳定后取出。

e)按照 10.3试验程序的 ω、ω、● 和 f)方法检验样机在实验室参考条件下的实

验室误差。实验室误差合格的样机进行后续试验 ,实验室误差不合格的样机停止试验。

f)将样机放置于湿热试验箱 (室)中 ,以平均速率为 0.3C/mh~1· 0C/min的

温度变化将湿热试验箱 (室 )温度改变至表 1所示的湿热储存条件的规定值 ,再调湿至

相对湿度规定值并保持 48h。 然后 ,将样机留在湿热试验箱 (窒 )内 ,将试验温度

(以 0.3℃ /min~1.0C/mh的平均速率)和相对湿度恢复到实验室条件 ,使样机达到

温、湿度稳定后取出。

g)按照 10.3试验程序的 ●、d)、 e)和 f)方法检验样机在实验室参考条件下的

实验室误差。

——数据处理

同 I0.3的数据处理。

——合格判据

上述试验中,满足 7.9.1要求的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10.″ 跌落试验

——试验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足 7.9.2要 求。

本试验项 目仅适用于 7.1和 6.3.1(仅实验室参考条件)项 目检验合格的样机。

——试验条件

环境条件 :实验室参考条件。

——试验设各

a)耳温计黑体 ;

b)硬质木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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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程序

a)在垂直距离为 1m的高度处 ,将样机 自由跌落到放置于硬质基础上的硬质木板
上。调整样机姿态 ,使其初始时分别以图 1所示的 3个方向垂直向下跌落 ,每个方向
1次。

b)目 视和手动检查样机外观是否满足 7。 I要求。

ω 按照 I0。 3试验程序的 d)和 e)方法检验样机在实验室参考条件下的实验室误
差 ,检验温度点为 37.0℃ ±o.5C。

\

图 1 耳温计跌蒋方向示意图
——数据处理

同 10.3的 数据处理。
——合格判据

试验后 ,满足 7.9.2要求时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10.I3 振动试验
——试验 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足 7.9.3要 求。

本试验项 目仅适用于 7。 1和 6.3。 I(实验室参考条件下)项 目检验含格的样机。
——试验条件

环境条件 :实验室参考条件。
——试验设备

ω 耳温计黑体 ;

b)振动试验台。
——试验程序

ω 依据 GB/TH710—⒛09中 H。 7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条件选择 GB/TM710—
⒛09表 1中振动试验分组为 Ⅱ组的要求 ,一个试验方向,正常工作位置。

b)手动和目视检查耳温计外观是否满足 7。 I要求。

c)按照 10。 3试验程序的 d)和 e)方法检验样机在实验室参考条件下的实验室误

差。检验温度点为 W.0C± 0.5C。
——数据处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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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10.3的数据处理。

——合格判据

试验后 ,满足 7.9.3要求时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10.M 碰撞试验
——试验 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足 7.9.4要求。

本试验项 目仅适用于 7.I和 6。 3.王 (实验室参考条件下)项 目检验合格的样机。

——试验条件

环境条件 :实验室参考条件。

——试验设备

ω 耳温计黑体 ;

b)碰撞试验台。

——试验程序

a)依据 GB/T⒕710—2009中 H.8的方法进行试验。试验条件选择 GB/TH710—

⒛09表 1中碰撞试验分组为 Ⅱ组的要求 ,一个试验方向,正常工作位置。

b)手动和目视检查样机外观是否满足 7.1要求。

● 按照 10.3试验程序的 b)、 d)和 e)方法检验样机在实验室参考条件下的实验

室误差。检验温度点为 37.0C± 0.5℃ 。

——数据处理

同 10.3的数据处理。

——合格判据

试验后 ,满足 7.9.吐 要求时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I0.15 运输试验

——试验 目的

检验试验样机是否满足 7.9.5要求。

本试验项 目仅适用于 7.1和 6.3.⊥ (实 验室参考条件下)项 目检验合格的耳温计

样机。

——试验条件

环境条件 :实验室参考条件。

——试验设备

亠 ω 耳温计黑体 ;

b)载重汽车 (或运输试验装置 )。

——试验程序

a)依据 GB/TH7I0—⒛09中 4的方法进行试验。

b)手动和目视检查样机外观是否满是 7.1要求。

c)按照 10.3试验程序的 d)和 e)方法检验样机在实验室参考条件下的实验室

误差。

——数据处理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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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10.3的 数据处理。
——合格判据

试验后 ,满足 7.9.5要求时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I0.1G 型式评价结果的判定

所有样机的所有评价项 目均符合型式评价大纲要求的为合格。
·

对于单一型号产品的,有一项及一项以上项 目不合格的,综合判定为不合格。

系列产品中,有一种及—种以上型号不合格的,判定该系列不合格。

11 试验项目所用计量器具和设备表

试验项 目所用计量器具和设备表见表 吐。

表 4 试验项目所用计旦器具和设备表

序

号

所用计量

器具名称
测量区间

主要

性能指标
备注

耳温计黑体 扭。0℃ -42.5 °C
复现辐射温度的扩展不确定度

(凡 =2)≤ 0。 07℃

符合 11F HO7-2003

6.2.1的要求

2 数字温、湿度计
温度允许误差 :± 0.5C

湿度允许误差 :± 3%

数字气压计 o。 5级

在 游标卡尺 o【nm-70 mm 允许误差 :± 0.1mm

计时器
分辨力 0。 1s

日差不超过±0。 5s/d

温度试验箱 —20C~55℃
符合 GB/T1在 710—2009中

10.1。 1要求

湿热试验箱
温度上限不低于 们 ℃

湿度上限不低于 93%RH
符舍 GB/T14710-2009中

10.1.2要求

8 直流稳压电源 输出电压范围 0Ⅴ~3Ⅴ

硬质木板
尺寸不小于 300mm× 300mm

密度大于 700kg/m:

Io 振动试验台
能实现 GB/T14710-2009中

表 1的 “
振动试验

”
⒒组试验条件

碰撞试验台
能实现 GB/T14710—⒛09中

表 1的 “
碰撞试验

”
Ⅱ组试验条件

载重汽车

(或运输试验装置)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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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型式评价记录格式

一、样机基本信息

申请单位               计量器具名称

规格型号               样机编号

二、观察项 目记录

型评大纲

章节号
项 目 要求

单项

结论 备注

+

计量单位 温度的单位采用摄氏度 ,符号为C

外部结构
对不允许使用者自行调整的样机 ,应采用封闭式机

构设计或留有加盖封印的位置

标 志

试验样机应标识生产厂厂名或商标、型号规格、出

厂编号

试验样机应预留出位置以标出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的标志和编号以及计量器具型式批准标志和编号

6.1.1 分辨力 样机指示单元的显示分辨力应为 0.1℃或更小

温度显示范围 温度显示范围应覆盖 35。 0℃ ~拐。0℃

7.1

(7.1.1)
外观与结构

样机表面应光亮整洁,不得有明显的划痕、破损和

变形

7.1

(7.1.2)
外观与结构 样机表面上的文字和标志应准确、清晰、牢固

7.1

(7.1.3)
外观与结构

样机的控制和调节机构应灵活可靠 ,紧 固件应无

松动

7.1

(7.1.4)
外观与结构 样机的功能键应有明确的标记、指示

模 式
样机具有多种测量模式时,对当前所处的测量模式

应有清晰标识

7.3

(7.3。 1)
探测器保护罩

若制造商要求使用探测器保护罩 ,它应被放置于探

测器前端,在温度测量中在被测对象和探测器前端

之间起到卫生倮护作用

7.3

(7.3.2)
探测器保护罩

若制造商要求使用样机的探测器保护罩,则在没有

探测器保护罩的情况下使用时,样机应停止显示温

度读数 ,或在每次测量前有提示信息出现。要求每

次测量使用全新探测器保护罩的,应由制造商在说

明书中提出警告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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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评大纲

章节号
项 目 要求

单项

结论 备 注

+

7.4 自检功能

样机应具有 自动化的自我检测程序 ,并在有关资料

中提供操作信息和清晰描述样机处于正常状态时的

显示特征

7.5

(7.5.1)
使用说明书

温度显示范围、温度单位、最大允许误差 (或准确

度)、 正常工作条件和储存条件

7.5

(7.5.2)
使用说明书

不同测量模式的转换方法 (适用于具有多种测量模

式的样机)

7.5

(7.5.3)
使用说明书 被测对象、身体部位

7.5

(7.5。 4)
使用说明书

探测器倮护罩 (若有)属于一次性或多次性使用 ,

多次性使用时的消毒方法和储存条件

注 :“ △”
表示通过 ,

”
表示不通过,在相应位置划

“
√∴

三、试验项 目记录

试验项 目名称 :6.1.2显示

试验始时间 :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试验数据记录 :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合格判定要求 :显示器上的数字高度至少为 4mm,或通过视觉上的放大效果来达到。

单项结论 :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大气压力 :

游标卡尺

环境温度 :

评价人员 :

相对湿度 :

复核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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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项目钙称 :6· 3· 1规定显示范围内的实验室误差

试验始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爿  H
试验数据记录 :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含格判定要求 :若单次测量结果 |山j|(0.2℃ ,则单次测量结果合格 ;否则单次测量结果不

合格。

单项结论 :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耳温计黑体

湿热试验箱 (窒 )

环境温度 :         相对湿度 :        大气压力 :

评价人员 :         复核人员 :

试验项目名称 :6.3.2规定显示范围外的实验室误差

试验始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试验数据记录 :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合格判定要求 :若单次测量结果 |山j|≤ 0.3℃ ,则单次测量结果合格贯否则单次测量结果不

合格。

单项结论 :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耳温计黑体

湿热试验箱 (室 )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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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项 目名称 :6.3.3变化环境条件下的实验室误差

试验始时间:       氵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试验数据记录 :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合格判定要求 :

对于不显示测量结果且提示
“
错误

”
信息的样机 ,单次测量结果舍格。对于显示测量结果的

样机 ,若单次测量结果 |ΔJj|≤0.2℃ ,则单次测量结果合格;否则单次测量结果不含格。若单

只样机的所有单次测量结果均合格 ,则该样机变化环境条件下的实验室误差含格 ;否则不合格。

单项结论 :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耳温计黑体

湿热试验箱 (室 )

计时器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

试验项目名称:7.6清洁、消毒或灭菌

试验始时间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试验数据记录 :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舍格判定要求 :样机进行清洁、消毒和/或灭菌后 ,耳温计的标志标识和说明清晰可辨 ,实验室误

差满足符合 6.3.1要求为合格 ,否则为不舍格。

单项结论 :

所用试验设各的名称     型号           编号

耳温计黑体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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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顶目名称 :7。 ?。 1电源电压 (适用于内郡直流电源供电的耳温计)

试验始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试验数据记录 :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合格判定要求 :耳温计显示屏幕显示低电量的指示符号 (或警告符号)或停止提供读数的为合格 ;

否则为不合格。

单项结论 :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大气压力 :

直流稳压电源

环境温度 :

评价人员 :

相对湿度 :

复核人员 :

试验项 目名称 :7.7.2显示范围

试验始时间 : 年 月  日 至    年

试验数据记录 :

月   日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合格判定要求 :耳温计显示提示信息的为舍格 ;否则为不舍格。

单项结论 :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耳温计黑体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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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项 目名称 :7.7.3环境温度

试验始时间 :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试验数据记录 :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合格判定野求 :样机显示环境温度超出标称工作环境温度的提示信息、不能开机或无示值显示的
为舍格 ;否则为不含格。

单项结论 :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温度试验箱 (室 )

环境温度 :         相对湿度 :        大气压力 :

评价人员 :         复核人员 :

试验项 目名称 :7.8自 动关机功能

试验始时间 : 年  月 日 至

试验数据记录 :

年 月  日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含格判定要求 :具有自动关机功能的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单项结论 :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计时器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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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顼目名称:7:9al储存试验

试验始时间 : 年 月  日至    年

试验数据记录 :

月   日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含格判定要求:满足大纲 7.9。 1要求的为舍格 ,否则为不合格。

单项结论 :

所用试验设各的名称     型号           编号

耳温计黑体

温度试验箱 (室 )

湿热试验箱 (室 )

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力 :

评价人员:          复核人员 :

试验项 目名称 :7.9.2跌落试验

试验始时间 : 年 月  日 至    年

试验数据记录 :

月  日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合格判定要求:满足 7.9。 2要求时为含格 ,否则为不合格。

单项结论 :

所用试验设各的名称     型号           编号

耳温计黑体

硬质木板

环境温度 :

评价人员 :

相对湿度 :

复核人员 :

大气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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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项 目名称 :7.9.3振 动试验

试验始时间 : 年 月  日 至    年

试验数据记录 :

月  日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合格判定要求 :满足 7.9。 3要求时为合格 ,否则为不舍格。

单项结论 :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耳温计黑体

振动试验台

环境温度 :

评价人员 :

相对湿度 :

复核人员 :

大气压力 :

试验项目名称 :7.9.4碰撞试验

试验始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试验数据记录 :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含格判定要求 :满足 7.9.在 要求时为含格 ,否则为不合格。

单项结论 :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耳温计黑体

振动试验台

环境温度 :

评价人员 :

相对湿度 :

复核人员 :

大气压力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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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项 目名称 :7.9.5运输试验

试验始时间 : 年 月  日 至    年

试验数据记录 :

月   日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记录 :

合格判定要求:满足 7.9.5要求时为合格 ,否则为不合格。

单项结论 :

所用试验设备的名称     型号 编号

耳温计黑体

运输试验台

环境温度 :

评价人员 :

相对湿度 :

复核人员 :

大气压力 :



ω

冖
一
叫

l
l
`
卜

ω
冖
 ·阳
一
〓

JdF 1577-201C

打印日期:2016年 H月 24日 FM7AO1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计 量 技 术 规 范

红外耳温计型式评价大纲

J1F1577-— 2016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

中 国质 检 出版 杜 出版 发 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酉街甲 2号 (lO0029)

北京市酉城区三里河北街 16号 (1000攻 5)

网址 www。 spC。 net。 cn

总编室ε(010)68533阴3 发行中心 :(010)51780⒛ 8

读者服务部 :(010)68523946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sO× 12301/16 印张 2 字效 37千字

⒛16年 11月 第一版 ⒛16年 11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1550⒛ ·J-31研  定价 30.00元

如有印装差错 由本社发行中心调换

版杈专有 侵杈必究

举报电话 :(OlOⅪ阢 iOlO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