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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文件是对“体温筛检用红外额温计准确度临时核查

方法”附录三适用本方法的额温计型号目录的更新，并补充

了附录四不适用本方法的额温计型号目录。 

不在附录三和附录四的未经适用性确认的型号，请询问省

级及以上计量院，必要时向其提供样机进行适用性确认实验。 

“体温筛检用红外额温计准确度临时核查方法”及补充文

件 的最 新更新 版 本可 在中国计 量科 学研究院 网页

https://www.nim.ac.cn/的“通知”下“中国计量科学研究

院对体温筛检用红外额温计准确度临时核查方法的建议”中

查看和下载，也可在链接 https://www.nim.ac.cn/node/1333

中直接查看和下载。 

附录三. 适用本方法的额温计型号 

制造商 品牌 适用型号 确认单位 

昆山热映光电 

至安 TH520K 国家院 

/ TH36F 国家院 

/ THR2F 国家院 

/ TH520F 国家院 

欧姆龙 MC-720 天津院 

https://www.nim.ac.cn/
https://www.nim.ac.cn/node/1333
https://www.nim.ac.cn/node/1333


北京院 

/ MC-872 河南院 

/ MC-872K 江苏院 

TECNIMED VisioFocus 06400 
国家院 

北京院 

尚钧（安徽） / HA500 国家院 

深圳家康 
/ IFR600 江苏院 

/ FR800 新疆院 

深圳华盛昌 CEM DT-8806S 
上海院 

北京院 

乐中行 / LZX-F1682 宁夏院 

浙江健拓 / ET-306 浙江院 

深圳百乐富 
/ IT-121 湖南院 

/ IT-122 湖南院 

/ Loboor HW-3 山西院 

豪展医疗 / NT61 北京院 

/ POLYGREEN KI-8280 江苏院 

/ BRAUN BNT101CN 上海院 

/ HANNO IT-127 上海院 

附录四. 不适用本方法的额温计型号 

制造商 品牌 不适用型号 确认单位 



湖南可孚 Cofoe可孚 KF-HW-002 国家院 

广州金鑫宝 Berrcom倍尔康 

JXB-178 

新疆院 

北京院 

江苏院 

JXB-180 上海院 

JXB-181 国家院 

JXB-182 上海院 

JXB-183 
福建院 

中测院 

JXB-186 宁夏院 

JXB-188 黑龙江院 

JXB-308 
新疆院 

江苏院 

JXB-309 江苏院 

深圳爱立康 

/ AET-R1D2 天津院 

/ AET-R1D1 上海院 

/ AET-R171 中测院 

/ AET-R1B1 江苏院 

/ AET-R1F1 山东院 

/ AET-R1B6 

青岛院 

上海院 

山西院 



/ AET-R701 新疆院 

江苏鱼跃 yuwell 

YHW-4 

江苏院 

河南院 

北京院 

YHW-3 宁夏院 

YHW-2 上海院 

YT-1 河南院 

广州体达 / TD133 江苏院 

深圳长坤 / 
CK-T1503 湖北院 

CK-T1501 河北院 

京柏 JUMPER 

JPD-FR200 江西院 

JPD-FR401 福建院 

INV-EF100 北京院 

深圳科仪 / DT-8806A 
宁夏院 

新疆院 

凡米科技 / FL-BFM001A 成都院 

深圳家康 / FR830 新疆院 

东莞振海 

/ HTD8816C 云南院 

/ HTD8813B 上海院 

/ HTD8813C 北京院 

/ HTD8812C 
云南院 

北京院 



/ HTD8808C 新疆院 

信利（汕尾） 
/ TET-340 重庆院 

/ TET-381 云南院 

惠州粤尔海 / YI-400 青海院 

东莞鑫泰 / HT880 青海院 

温州友尚 / YI-100A 青海院 

中山金利 / FT-3010 广东院 

健之康 / JZK-602 广东院 

东莞兴洲 

好孖孖 HW-302 
中测院 

云南院 

/ HW-2 山西院 

/ HW-3 
南通所 

上海院 

/ HW-4 
南通所 

北京院 

/ HW-6 南通所 

泰博 FORA TD-1261E 新疆院 

/ Mosen MDI901 新疆院 

/ GAOMU DT-8861 上海院 

卡恩钰禾 / DT-8836 云南院 

广东健奥 / T80 南通所 

深圳乐普 / LFR20B 江西院 



北京院 

宁波上村 
/ FI02 新疆院 

/ F106 成都院 

冠昌 / IT-122 新疆院 

深圳贝利斯 / NC-9900 新疆院 

HUBDIC / HFS-900 河北院 

莆田金贝康 / TF-600 上海院 

嘉兴尚嘉 
/ HS-6012 上海院 

/ HS-9802D 中测院 

哈斯福 / IT-123 江苏院 

TSGE / HT-F03D 宁夏院 

河南优德 / YD-WT2 河南院 

深圳优瑞恩 乐普 UFR106 新疆院 

/ Dagamma（美国） DT-1000 苏州院 

深圳迈泰生物 / MDI903 上海院 

深圳凯利博 / DT-8836S 黑龙江院 

/ Healthwise 59-347 北京院 

东莞福达康 / FT-F41 中测院 

/ LERkonn LRC-168 中测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