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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须知

■ 尊敬的用户，感谢您购买奥极医疗生产的红外电子体温计，为

了正确使用本产品，请在使用之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按照说明书

的要求操作使用。

■ 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务必阅读并遵守“安全注意事项”。

■ 请将说明书随产品存放，以便在有需要时随时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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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箱检查

使用前请小心开启包装，对照下面的装箱清单，检查所有配件是

否完整，部件是否有因运输而导致的损坏，并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安

装和操作。如果有任何的损坏或操作上的疑问，请联系我们的销售商

或者直接与我司联系。联系时您应提供以下资料，所购买的设备型号、

序列号、您的购买日期及您的联系方式及地址。

装箱清单

序号 名称 数量

1 红外电子体温计 1

2 布袋 1

3 干电池（AAA） 2

4 说明书 1

5 保修卡 1

6 合格证 1

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单位：深圳市奥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航城街道航城大道 172 号安乐工业区 B2 栋 6 层

601

邮编：518103

电话：0755-27786026

网 址：www.aojmedical.com

http://www.aojmed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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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在使用本体温计之前，请仔细阅读以下注意事项：

注意

 感温探头镜片是红外电子体温计易碎部件，必须小心保护。

 请勿将使用完的电池随意丢弃，废旧的电池有污染环境的风险，

建议按环保要求送指定地点处理，防止污染环境。

 当2个月以上不使用体温计时，应将电池取出存放。

 请勿将本产品浸入水中或阳光下直接暴晒。

 请勿将产品剧烈振动或或碰撞，可能会导致其损坏。

 正常的体温因人而异。跟踪一个人的体温变化将有助于确定他

们是否有发烧。

 运动或情绪激动时不要测量体温，应休息20分钟，再进行测量。

 每次使用完体温计后，应清洁感温头。

 不要将体温计用于新生儿或作为连续体温监测的目的使用。

 不要将体温计用于其预期用途之外的目的，给儿童测量时请按

照说明书中测量方法小心操作。

 请勿将其浸在水里或其它液体里。清洁与消毒方法请遵照［清

洁与消毒］说明。

 避免直接接触感温探头顶端，顶端有精密的温度传感器。

 保持感温探头干净，确保测量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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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道有脏物时，先用棉球清洁耳道后再进行测量。

 测量环境温度不宜过冷或过热，从储存环境进入测量环境后，

应保持30分钟以上再进行测量。

 避免在高于40℃（104℉）或低于0℃（32.0℉）的环境下测量。

此时超出了本体温计的正常工作温度。

 体温计在使用寿命到期后，随意丢弃有污染环境的风险，建议

送当地环保地点处理，或返回厂家回收处理。

 体温计可更换的附件为1.5V两节7号干点池，请勿使用其他电压

或规格的电池。不含其他可更换的部件和材料。

警告

 请勿强行将感温探头插入耳道，否则将对耳道造成伤害。

 请将体温计放置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若体温计在达到规定使用的寿命期限，仍继续使用，会出现测

量不准确的风险。

 本体温计不是用来诊断或治疗任何疾病的。测量体温结果仅供

参考。

 通过测量结果进行自我诊断和治疗是危险的，请以医生的诊断

为准。

请勿将普通碱性干电池充电或丢入火中，否则，电池可能发生

爆炸。

不要拆开温度计或试图修理它。否则，温度计可能会永久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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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和移动式RF通信设备可能影响红外电子体温计的性能，

测量时，请不要在周围使用移动电话或其他强电磁场干扰设

备。

禁止在有易燃麻醉剂与空气的混合气或与氧或氧化亚氮的混

合气环境下使用本设备。

符号及文字说明

符号 描述

应用部分 BF 型

注意! 请参考本手册

表示一般的禁止

废弃的产品及电子材料必须送到指定的地点以便回

收利用

IPX0 防进水保护等级，本体温计不防水

警告
不正确使用体温计时，可能导致人员受伤或仪器损
坏。

注意
不正确使用体温计时，可能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或仪
器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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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的基本常识

通常测量体温主要部位有：额头、耳蜗、腋窝、口腔、肛门等部位，

以上部位的温度最接近人体体温，但不同的部位实际测量温度存在一

定的差异。具体差异如下：

身体部位 正常温度范围

额头 36.1°C–37.5°C / 97.0°F–99.5°F

耳蜗 35.8°C–38.0°C / 96.44°F–100.40°F

口腔 35.5°C–37.5°C / 95.9°F–99.5°F

腋窝 34.7°C–37.3°C / 94.46°F–99.14°F

肛门 36.6°C–38.0°C / 97.88°F–100.40°F

不同年龄、性别的人正常体温有较小的差异。一般的，新生儿或儿童

体温高于成人，成人体温高于老人。女性高于男性约 0.3℃。

体温昼夜变化曲线图

人体的体温在一天中

随时间的变化而呈现

波动，且受外部条件

的影响。

同一人 02~04 时体温

最低，14~20 时体温最

高，正常情况下，昼

夜体温差不大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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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1）概述

红外电子体温计AOJ-20A是一种利用红外接收原理测量人体温度

的测量仪器。使用时，只须将感温探头对准人体额头部位或耳孔鼓膜，

按测量键，就能快速、准确的测量人体温度。也可以用来测量物体表

面温度。（比如牛奶、水温等）

（2）产品结构组成

本产品主要由外壳、液晶显示、按键、蜂鸣器、红外温度传感器、

微处理器等组成。

（3）测量原理

红外温度传感器收集从鼓膜或额头皮肤表面散发出来的红外线

能量，这些能量经过滤光片后被热电堆吸收产生热量使自身升温，热

电堆两端的温差产生电压输出，再通过测量电路转换成温度值。

（4）预期用途

AOJ-20A预期用于测量人体体温，额温模式适用于所有年龄人群，

耳温模式适用于3个月以上的人群。

（5）禁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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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耳朵感染了耳炎或化脓，不要使用耳温测量。

（6）生理效应

本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对人体产生有毒、有害、致敏等不良

反应。

产品功能特点

1. 安全性高

● 被动红外接收技术

2. 操作简单

● 机身手持式设计，操作简单。

● 一键测量，自动测温。

3. 快速测量

● 1秒快速测量，测量结果蓝牙自动上传。

4. 准确度高

● 采用先进的红外线感温器件，灵敏度高。

● 具有温度校正程序，精确计算，测量结果真实反映人体温度。

5. 功能实用

● 10组测量数据记忆功能,支持蓝牙上传；

● 发烧警示功能；

● 摄氏度/华氏度单位转换；

● 自动关机功能，耗电量低；

● 支持蓝牙广播和蓝牙连接方式的无线传输。

6. 适用人群广泛

额温测量适用于所有人群，耳温测量适用于3个月以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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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构

①、LCD显示屏

②、模式按钮(成人额温/儿童额温/耳温/物温)

③、测量按钮

④、感温头盖

⑤、电池盖

⑥、感温头（测量耳温时取下盖子）

显示界面
1、成人额温模式

2、儿童额温模式

3、耳温模式

4、物温模式

5、温度单位（℃/℉）

6、上一笔记录

7、低电量指示

8、声音关闭指示

9、温度值数显

声音和背光灯颜色说明

范围 声音 背光灯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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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温

32.0℃-37.5℃/89.6℉-99.6℉ 长鸣1次 绿色

37.6℃-38.0℃/99.7℉-100.4℉ 短鸣3次，每次短鸣2声 橙色

38.1℃-42.9℃/100.6℉-109.2℉ 短鸣3次，每次短鸣2声 红色

耳温

32.0℃-37.5℃/89.6℉-99.6℉ 长鸣1次 绿色

37.6℃-38.0℃/99.7℉-100.4℉ 短鸣3次，每次短鸣2声 橙色

38.1℃-42.9℃/100.6℉-109.2℉ 短鸣3次，每次短鸣2声 红色

物温

0℃-100℃/32.0℉-199.0℉ 长鸣1次 白色

注意：当测量的额温和耳温在 32.0℃-37.5℃（89.6℉-99.6℉）范围

之间，体温计蜂鸣器将会长鸣 1 次，亮绿色背光。表示体温正常。

当测量的额温在 37.6℃-42.9℃（99.7℉-109.2℉）范围之间，

耳温在 37.6℃-42.9℃（99.7℉-109.2℉）范围之间，体温计蜂鸣器

将会短鸣 3 次，每次短鸣 2 声，背光灯亮橙色或红色背光。这表示体

温偏高，您可能发烧了，如果您不确定请咨询您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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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和操作说明

屏幕显示 操作说明/显示状态 声音和背光灯颜色

测量耳温

耳温

取下感温头盖子，短按测

量按钮开机，然后短按模

式按钮切换到人体测量

模式，体温计进入耳温模

式，显示屏上 符号显

示。

将感温头插入耳孔正确

的位置，短按测量按钮，

耳温将会显示在屏幕上。

见“声音和背光灯颜色说

明”部分

测量额温（成人/儿童）

成人额温

将感温头盖子盖上，短按

测量按钮开机，然后短按

模式按钮切换到人体测

量模式，体温计进入额温

模式，根据您的测量人群

需要，切换到成人 或者

儿童 测量模式。

将感温头指向眉心（两眉

之间），并接触额头皮肤,

短按测量按钮，额温将会

显示在屏幕上。

见“声音和背光灯颜色说

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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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显示 操作说明/显示状态 声音和背光灯颜色

儿童额温

测量物温

短按测量按钮开机，然后

按模式按钮，体温计进入

物温模式，显示屏上 符

号显示。

将红外传感器指向物体

的中心位置，距离

1cm-3cm，短按测量按钮，

物温将会显示在屏幕上。

见“声音和背光灯颜色说

明”部分

超出测量范围

耳温模式，当测量的耳温

高于 42.9℃（109.2℉）

额温模式，当测量的额温

高于 42.9℃（109.2℉）

物温模式，当测量的物温

高于 100℃（199.0℉）

长鸣 1 次，背光灯亮红色

耳温模式，当测量的耳温

低于 32.0℃（89.6℉）

额温模式，当测量的额温

低于 32.0℃（89.6℉）

长鸣 1 次，背光灯亮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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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显示 操作说明/显示状态 声音和背光灯颜色

物温模式，当测量的物体

温度低于 0℃（32.0℉）

切换静音/非静音

开机状态下，长按测量按

钮约 5 秒，切换声音开或

关，声音开启时会长鸣一

声提示，声音关闭时显示

静音符号 。

声音开启时长鸣一声，背

光灯亮白色。

切换物温/额温/耳温模式

短按模式按钮，可切换物

温（ ）和体温。

体温包括成人额温（ ）、

儿童额温（ ）和耳温

（ ）。

无声，背光灯亮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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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显示 操作说明/显示状态 声音和背光灯颜色

摄氏度/华氏度单位切换

拨动电池槽内℃/℉单位

切换拨动装置，向左拨动

切换为℉单位，向右拨动

切换为℃单位。

无声

错误信息/低电量

环境温度超过 40.0℃

（104.0℉）或低于

10.0℃（50.0℉）

长鸣 1 声，背光灯亮红色

内部储存数据读写错误

或未完成温度校正，3秒

后自动关机。

长鸣 1 声，背光灯亮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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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显示 操作说明/显示状态 声音和背光灯颜色

当开机唤醒设备时，电池

电压处于 2.4V-2.7V 之

间，则低电压状态符号闪

烁，不影响正常使用。

无声

当开机唤醒设备时，电池

电压低于 2.4±0.1V，则

只显示低电压状态符号，

3 秒后自动关机。

测量耳温

1.当第一次使用体温计时，请先装上电池。

2.测量耳温之前，取下感温头盖子。

3.短按测量按钮将体温计开机。

4.按模式按钮，体温计进入耳温模式， 符号显示在屏幕上。

5.将感温头小心的插入耳孔。

6.短按测量按钮，耳温读数将立即显示在屏幕上。

注意：一岁以下儿童，将耳朵向后拉直。

一岁以上儿童和成人，将耳朵向上并向后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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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将感温头用力插入耳道，否则，耳道可能会受伤。

当给成人测量时，轻轻的将耳朵向上并向后拉直，确保耳道是

直的，这样感温头能接收到从鼓膜发出的红外线。

当给儿童测量时，必须小心，儿童的耳孔较小。

测量额温

1.将感温头盖子盖上。

2.按电源按钮，将体温计开机。

3.按模式按钮，进入成人额温模式， 符号显示在屏幕上。

4.按模式按钮，进入儿童额温模式， 符号显示在屏幕上。

5.将感温头指向眉心（两眉之间）并保持垂直，接触额头皮肤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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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按测量按钮，额温读数将立即显示在屏幕上。

7.体温计在60秒内无测量，将自动关机。

测量物温

1.按电源按钮，将体温计开机。

2.按模式按钮，进入物温模式， 符号显示在屏幕上。

3.将感温头指向物体的中心，距离物体表面1-3cm。

4.按测量按钮，物温读数将立即显示在屏幕上。

5.体温计在60秒内无测量，将自动关机。

测量结束

根据测量结果进行自我诊断和治疗是危险的，对于此种目的，

请咨询医生。

注意：

（1）本体温计适宜在室内使用，且设备本身和被测试者在测试时不能

有较大空气对流（如电扇、空调、取暖器的风对着吹）；

（2）测量耳温前，确保耳道干净，如果有污垢，建议用棉签清洁耳道，

否则，可能会造成测温不准或污染感温头；

（3）本机对环境温度灵敏，不要用手长时间握住感温头；

（4）使用前请确保感测头上干净无遮挡；

（5）测量额温前，确保额头上无汗水和遮挡物（如头发等），否则可

能会造成测温不准确；



17

（6）额头有汗、使用冷敷及采取其他降温措施后，会使得测量结果偏

低，应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测量。

（7）测量前，应让本机处于当前环境下静置30分钟以上，测量时不能

用手触碰到测温头部分，减少测量误差。同样的，当被测人来自与测

量环境温度差异较大的地方，应至少在测量环境内停留5分钟以上，待

与环境温度一致后再测量，否则将会影响测量结果。；

（8）请保证测量前没有激烈的情绪和剧烈运动；

（9）正常测量一笔数据后，需等待单位图标闪烁后，再测量下一笔数

据；

（10）测量光滑金属物体时（如水壶等），由于物体表面热辐射和漫

反射等原因，会使得测量结果偏低，应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测量。

电池更换方法

1）按电池盖上方向标识，取下电池盖。

2）按正确的极性装入两节 7 号干电池，再将电池盖盖好。

电池安装时，请注意极性不要装反，否则，可能会导致本机损坏。

如果屏幕上显示低电量符号，应更换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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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应选用相同型号或规格，废旧的电池应按当地环保要求处理。

体温计出厂已经安装了电池，第一次使用时，先将电池盖打开，

再将绝缘片取出。

清洁和消毒

清洁：

推荐使用的清洁剂：

＊ 医用清洁剂

＊ 家用中性清洁剂

清洁步骤：

1）清洁之前，取出电池。

2）体温计的机身可使用干净的软布清洁，镜片可用干燥的棉球清洁。

3）机身可用柔软干净的布蘸少量中性清洁剂或水擦拭。

清洁过程中请不要将水浸入到感温头镜片上，可能会导致损坏！

用纸巾擦镜片可能会划伤感温头镜片，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不可使用腐蚀性清洁剂，清洁时，需特别小心，不要用坚硬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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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感温头镜片，不要将体温计任何部分浸入液体中，避免液体流到

仪器里面。

建议每周清洁一次，每次在3分钟内完成，每次重复清洁次数不

超过3次，消毒后需等待至少10分钟再使用。

用酒精清洁后，需等待5分钟后再使用，否则将会影响测量结果。

消毒：

推荐使用的消毒剂：

＊ 70%浓度的异丙醇溶液

＊ 75%浓度的医用酒精

＊ 3%浓度的次氯酸钠溶液

消毒步骤：

1）使用干净的软布沾少量以上消毒液擦拭机身，并立即擦干。

2）体温计机身可用干净的布沾少量浓度为75%的医用酒精擦拭消毒。

请勿使用高温蒸汽、紫外线照射等方法消毒，这可能导致仪器损

坏或加速老化！

建议每次使用前后对体温计进行消毒，每次消毒时间在1分钟内

完成，每次消毒重复次数不超过2次，消毒后需等待至少10分钟再使用。

清洁和消毒应在以下环境下进行，温度：+0℃~+40℃(32℉-104

℉)，相对湿度：15%~85%RH,无冷凝，大气压：86kPa~106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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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保养

预防性检查和保养周期

（1）正常使用阶段，应每周检查体温计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确保使用

安全。例如镜片是否破裂，外壳是否有裂纹，感温头是否污染。如存

在安全危害，应停止使用。长时间不用，每月应进行一次清洁保养。

（2）每次使用完，应按照“清洁和消毒”方法清洁感温头。

（3）请将体温计放在干燥、通风、无灰尘、无污染的地方，避免太阳

直射，储存和运输环境应符合要求。

（4）定期检查体温计是否存在安全风险。

（5）长期不使用（超过2个月），请取出电池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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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 可能原因 解决方法

无法开机

电池电量严重不足 更换新电池

电池正负极装错 检查电池正负极

性是否正确安

装。

体温计损坏 联系制造商

开机显示”Er1”

环境温度超过 40℃或低

于 0℃

请在环境温度

0℃~40℃范围内

测量

测量温度值比正

常体温范围偏低

感温头镜片上有脏物 使用棉球清洁感

温头镜片，确保

无遮挡物

感温头离被测位置距离

太大

调整测量距离，

将体温计感温头

靠近目标移动

体温计从较冷的环境到

测量环境未放置 30 分钟

以上

应在测量环境下

放置 30 钟以上，

再进行测量。

测量温度值比正

常体温范围偏高

感温头损坏 联系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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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产品名称 红外电子体温计

型号 AOJ-20A

电源工作方式 内部电源供电

工作电压 DC 3V

电池规格 AAA×2

运行模式 连续工作

显示方式 段码液晶显示

测量时间 约1秒

发射率 0.95

测量方式 0cm-3cm

无线传输 BLE 4.2

温度显示范围

额温：32.0℃–42.9℃ (89.6℉–109.2℉)

耳温：32.0℃–42.9℃ (89.6℉–109.2℉)

物温：0.0℃–100.0℃ (32.0℉–199.0℉)

最大允许误差

额温：在32.0℃–42.9℃ (89.6℉–109.2℉)

范围内，最大允许误差为±0.2℃/±0.4℉；在

该范围外，最大允许误差为±0.3℃/±0.6℉

耳温：在32.0℃–42.9℃ (89.6℉–109.2℉)

范围内，最大允许误差为±0.2℃/±0.4℉；在

该范围外，最大允许误差为±0.3℃/±0.6℉

物温：在0.0℃–100.0℃ (32.0℉–199.0℉)

范围内，误差为±1.0℃/±2.0℉

显示分辨率 0.1℃/0.1℉

记忆储存 10组测量数据

低电压提示
处于2.4V-2.7V之间，开机低电压符号闪烁

低于2.4V±0.1V，开机只显示低电压符号

自动关机 体温计60s±1s内不使用，将自动关机

外观尺寸（mm） 140mm×35mm×40mm

重量（g） 78 g(含电池)

正常工作环境
温度：+10℃~+40℃(50℉-104℉)

相对湿度：15%~95%RH,无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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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压：86kPa~106kPa

储存及运输环境

温度：-20℃~+55℃(-4℉-131℉)

相对湿度：0~95%RH,无冷凝

大气压：50kPa~106kPa

安全类型

防电击类型：内部电源设备

防电击程度：BF 型应用部分，图标表示为

进液防护等级：IPX0 ,不防水

在与空气混合的易燃麻醉气或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情况

下使用时的安全程度分类：非 AP/APG 型。

本产品无具有对除颤放电效应防护的应用部分。

本产品无信号输出部分。

本产品为非永久性安装设备

储存及运输条件

运输及贮存

使用一般交通运输工具运输，运输过程中须防止剧烈冲击、震动及

雨水淋溅。包装后的红外电子体温计运输和贮存应在环境温度-20℃～

+55℃,相对湿度小于 95%、无冷凝，大气压为 50kPa～106kPa，无腐蚀

性气体，通风良好的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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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声明

注意：

 红外电子体温计符合 YY 0505 标准电磁兼容有关要求；

 用户应根据随机文件提供的电磁兼容信息进行安装和使用；

 便携式和移动式 RF 通信设备可能影响本产品性能，使用时避免

强电磁干扰，如靠近手机、微波炉等；

 指南和制造商的声明详见附件。

警示：

 本产品不应与其他设备接近或叠放使用，如果必须接近或叠放

使用，则应观察验证在其使用的配置下能正常运行；

指南和制造商的声明–电磁发射

红外电子体温计预期使用在下列规定的电磁环境中，本产品的购买

者或使用者应该保证它在这种电磁环境下使用：

发射试验 符合性 电磁环境–指南

射频发射

GB 4824
1 组

本产品仅为其内部功能而使用射

频能量。因此，它的射频发射很低，并

且对附近电子设备产生干扰的可能性

很小

射频发射

GB 4824
B 类

本产品适于在所有的设施中使用，

包括家用设施和直接连接到家用住宅

公共低压供电网

谐波发射

GB 17625.1
不适用

电压波动/闪烁发

射

GB 17625.2

不适用



25

指南和制造商的声明–电磁抗扰度

红外电子体温计预期在下列规定的电磁环境中使用，购买者或使用

者应保证它在这种电磁环境中使用：

抗扰度试验 IEC 60601试验电平 符合电平 电磁环境–指南

静电放电

GB/T 17626.2

±8 kV 接触放电

±15 kV 空气放电

±8 kV 接

触放电

±15 kV 空

气放电

地面应该是

木质、混凝土或

瓷砖，如果地面

用 合 成 材 料 覆

盖，则相对湿度

应该至少30% 。

电快速瞬变脉

冲群

GB/T 17626.4

±2kV 对电源线

±1kV 对输入/输出

线

不适用 不适用

浪涌

GB/T 17626.5

±1 kV 差模电压

±2 kV 共模电压
不适用 不适用

电源输入线上

电压暂降、短时

中断和电压变

化

GB/T 17626.11

<5 % UT,持续0.5周

期

（在UT上,>95%的暂

降）

40 % UT,持续5周期

（在UT上,60%的暂

降）

70 % UT，持续25周

期

（在UT上,30%的暂

降）

<5 % UT,持续5s

（在UT上,>95%的暂

降）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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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频 磁 场

（50/60Hz）

GB/T 17626.8

3A/m
3A/m,

50/60Hz

工频磁场应

具有在典型的商

业或医院环境中

典型场所的工频

磁场水平特性。

注：UT指施加试验电压前的交流网电压

指南和制造商的声明–电磁抗扰度

红外电子体温计预期使用在下列规定的电磁环境中，本产品的购买

者或使用者应该保证它在这种电磁环境下使用：

抗扰度试验 IEC 60601 测试电平 符合电平 电磁环境–指南

射频传导

GB/T 17626.6

射频辐射

GB/T 17626.3

3 V（有效值）

150 kHz～80 MHz

3 V/m

80 MHz～2.5 GHz

不适用

3 V/m

便携式和移

动式RF通信设备

不应比推荐的隔

离距离更靠近本

产品的任何部分

使用，包括电缆。

该距离应由与发

射机频率相应的

公式计算。

推荐的隔离距离

d = P2.1
d = P2.1 80

MHz～800 MHz

d = P3.2
800 MHz ～ 2.5

GHz

式中:

P —根据发射机



27

制造商提供的发

射机最大额定输

出功率，以瓦特

(W) 为单位；

d—推荐的隔离距

离，以米(m)为单

位
b
。

固定式射频发射

机的场强通过对

电磁场所的勘测
c

来确定，在每个频

率范围
d
都应比符

合电平低。

在标记下列符号

的设备附近可能

出现干扰。

注1：在80MHz和800MHz频率上，采用较高频段的公式。

注 2：这些指南可能不适合所有的情况，电磁传播受建筑物、物体和人体

的吸收和反射的影响。

a 固定式发射机，诸如：无线(蜂窝/无绳)电话和地面移动式无线电的

基站、业余无线电、调幅和调频无线电广播以及电视广播等，其场强

在理论上都不能准确预知。为评定固定式射频发射机的电磁环境，应

考虑电磁场所的勘测。如果测得本产品所处场所的场强高于上述适用

的射频符合电平，则应观测本产品以验证其能正常运行。如果观测到

不正常性能，则补充措施可能是必需的，比如重新调整本产品的方向

或位置。

b 在 150KHz～80MHz 整个频率范围，场强应该低于 3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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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及移动式射频通信设备和红外电子体温计之间的推荐隔离距离

本产品预期在射频辐射骚扰受控的电磁环境中使用。依据通信设备

最大额定输出功率，购买者或使用者可通过下面推荐的维持便携式及移

动式射频通信设备（发射机）和（本设备）之间最小距离来防止电磁干

扰。

发射机的额定

最大输出功率

/W

对应发射机不同频率的隔离距离/m

150 kHz ～ 80 M

Hz

d= P2.1

80 MHz ～ 800

MHz

d = P2.1

800 MHz ～ 2.5

GHz

d = P3.2
0.01 不适用 0.12 0.23

0.1 不适用 0.38 0.73

1 不适用 1.2 2.3

10 不适用 3.8 7.3

100 不适用 12 23

对于上表未列出的发射机额定最大输出功率，推荐隔离距离 d ，以

米 (m)为单位，能用相应发射机频率栏中的公式来确定，这里 P 是由发

射机制造商提供的发射机最大输出额定功率，以瓦特（W）为单位。

注1：在 80 MHz 和 800 MHz频率上，采用较高频范围的公式。

注 2：这些指南可能不适合所有的情况，电磁传播受建筑物、物体和

人体的吸收和反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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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卡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型号 产品编号

购买日期

客户信息

客户姓名 联系电话

收货地址

保修说明

尊敬的用户：

为了您能够更好的享受我们良好的服务，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凭此卡及发票为您提供下列售后服务：

产品自销售之日起（以发票日期为准）整机保修一年，终身有偿

维护。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实行收费维修;

1、保修期外的产品；

2、由于运输，保管不善而损坏或未按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而损

坏的产品；

3、自行拆解的产品；

4、无产品保修卡和发票的产品；

5、无产品编号或编号涂改不清的产品；

本保修卡请客户妥善保管,以做维修凭证!

谢谢您的支持!




	装箱清单  
	售后服务  
	安全注意事项
	符号及文字说明
	体温的基本常识
	产品介绍
	产品功能特点
	主要结构
	显示界面
	声音和背光灯颜色说明
	显示和操作说明
	屏幕显示

	测量耳温
	测量额温
	测量物温
	电池更换方法
	清洁和消毒
	维护保养
	故障排除
	技术规格
	安全类型
	储存及运输条件
	电磁兼容声明
	保修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