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cation Note 604
接触式温度计与非接触温度计的优点比较
简介
在广泛的工业领域应用范围，理解接触式温度计和非接触温度计的区别对于健康、安全和质量等问题都
是非常要种的。温度是除时间外，我们关注最频繁的物理量；使用温度计测量温度是非常常见的应用。
包括民用、机械、医疗、制造、质量控制、维修等的众多领域都对精确的温度测量有着强烈的需求。在
很多情况下，温度可以提供很多重要的信息，例如：确定机器的运行状态、冰箱或空调的控制、检查有
无结冰现在存在等等。精确的监控温度可以保证工作程序在适宜的环境下正在运行，进而可以提高产品
质量、加强程序的安全性、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停机时间。
温度计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接触式温度计和非接触式温度计。接触式温度计的探头监控自身的温
度，并利用温度的传导效应进行温度测试。接触式温度计要求温度探头与被测物体接触，利用温度传导
获取被测物体的温度。非接触式温度计使用红外线传感器，读取被测物的红外线放射量，从而获取被测
物的温度。
接触式温度计
根据探头的类型，接触式温度可以分为三大类：热电偶、铂电阻和热敏电阻。选用合适的探头类型将是
重要的一步，这依赖于测试的应用和其他很多因素例如尺寸、成本和精度等。大多数测试应用都有明确
的测量范围、精度要求和物理尺寸的限制。热电偶是非常常见的温度探头，它的成本低、测试温度范围
广。例如高温物体表面温度测量、昆虫害虫检查、食品肉类加工等都不要求很高的测试精度，这时热电
偶温度计是非常好的选择。常见的探头形式有气体型、表面型、通用型、穿透型等等（如图1），可以根
据应用灵活选择。
而很多应用例如医疗卫生、流体温度测试或者医学实验则要求较高的测试精度，这时就需要使用铂电阻
或热敏电阻式温度探头。铂电阻或热敏电阻具有比热电偶更高的测试精度，同时比热电偶成本高；但不
具有热电偶一样宽的温度测试范围。其中铂电阻具有最高的测试精度，测量不确定度可达到小于
±0.1 °C 。最常见的铂电阻类型是 100 Ω 铂电阻。

图1:不同的温度探头类型

非接触式温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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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式温度计，又称为红外线温度计，可以测试一定距离以外的被测物的温度。任何自身温度高于绝
对零度的被测物都会辐射红外线，其红外线的辐射量与其自身温度成正比。这种现象称为热辐射。通过
测试被测物红外线的发射量和发射率，可以计算出被测物体的自身温度。热辐射率是与物体表面能辐射
能量的能力相关的。红外线温度计通过测量被测物表面辐射的红外线的幅度，进而计算出被测物的温度
(如图 2)。
当代的技术革新已经降低的非接触温度计的制造成本，并提高了其可靠性，因为接触式温度计在更多的
领域得到应用。在选择非接触式温度计的时候，需要考虑四个主要因素：应用、测试精度、可靠性和成
本。
最常见的红外线温度计有以下几类：红外点温仪、红外扫描系统和红外成像系统；其中后两种类型更加
复杂，成本较高，且主要应用于大型生产流程的质量控制。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红外线点温仪。

图 2: 典型的红外线点温仪测试

比较
在选用正确的温度计类型的时候，需要考虑以下主要因素：
•

应用 – 对于具体的测试应用，由很多因素共同决定温度测量仪器的选择，包括：


被测物的温度范围.



被测物的材料.



被测物的尺寸.



被测物的距离.



干扰测试的气体.



被测物周围的温度.

红外线温度计善于测试运动物体的温度，可以不用判断是否适合靠近正在工作的机器就能测试机
器的温度。没有污染的威胁，也不会在被测物表面产生机械影响。一些应用要求测试温度的同时
不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这时非接触式温度计更加适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红外线测温仪测
试的仅仅是物体表面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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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行业的温度测量，例如测试食品内部的温度（如图3所示）、加热房内多个点的温度、
闭合容器或烤箱的温度等，这类应用采用非接触式温度测量不能精确的得到其温度值。其他需要
测试温度比较高的应用，例如虫害防治，其测试温度可能高达150-160 °F，可以放置一个接触
式温度探头，长时间监控温度变化。在某些应用领域，需要长期监控温度变化，并做数据采集，
这时就需要接触式温度测量。又例如，带蓝牙或WiFi功能的温度计可以记录测试数据，并且随时
发送给电脑或手机的终端，方便做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图 3: 刺入式温度探头测量食品内部的温度

•

可实现性 – 使用非接触式温度计可以测试危险物体和不可靠近物体的温度. 发动机和轴承等的环
境温度都可以用非接触式温度计来实现温度测试。但是非接触式温度计不能测试发动机和轴承的
内部温度，此时需要使用浸入式的热电偶或者铂电阻温度计进行测量。

•

精度 – 测试精度是保证产品产能和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 接触式温度计的典型精度一般高于非接
触式温度计。部分高精度的红外线温度计，是其性价比远远不及接触式温度计 (如表 1).
接触式温度计

非接触式温度计

热电偶

铂电阻

热敏电阻

典型精度

± 1.3 °F

± 0.4 °F

± 0.8 °F

± 2 °F

± 1.5 °F

温度范围

-300 to 2200 °F

-100 to 1100 °F

-40 to 300 °F

-20 to 930 °F

-25 to 1600 °F

平均成本

$125

$299

$199

$99

$925

表 1: 接触式温度计和非接触式温度计的比较

红外线温度计读取整个覆盖范围内的红外线数据，但是其覆盖范围内的其他物质例如火焰、气体
或者其他障碍物将有可能影响测试的准确度。被测物周围的其他物体都可以辐射红外线能量，这
部分能量经过传输或者反射，有可能进入红外线温度计的测试范围，从而影响红外线温度及的测
试。红外线温度计对准一个圆形范围，读取该范围内的红外线能量数据。这就要求被测物必须是
视觉上可见的，而且尺寸要大于红外线温度计的覆盖范围。 空气中的灰尘、冷凝水和烟雾都将影
响测试的精度。被测物必须填满整个测试范围，否则红外线温度计将会计入其覆盖范围内其他物
体的温度，继而影响测试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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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距离和测量区域的比值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它表征的是红外线温度计的测量覆盖
范围与其测试距离的关系。通常来说，如果测试距离增大，红外线温度计的测试范围也就相应的
增大。这个参数会对测试精度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被测物的尺寸是5英寸，测试用的红外线
温度计的距离和区域比值是8:1，那么要得到准确测量结果此时的测试距离就不能超过40英尺(如
图4)。如果超过这个距离，红外温度计不仅测试被测物的红外线辐射，被测物周围所有物体的红
外线能量辐射都被温度计计算在内。也就是说，如果被测物温度较高，而周围环境的温度相对较
低，那么超过最大距离的测试就会计入较低的环境温度，从而使测试结果偏低。
接触式温度计不需要考虑测试范围和测试距离的影响，这是接触式温度计的重要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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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测量距离和测量区域比

•

相应时间– 红外线温度计的相应时间一般在毫秒级，满足快速测试的要求。
而接触式温度探头的相应会延长整个测试过程的时间。温度计的微控制器读取探头的信号，然后
显示读数，这个过程大约需要1-2秒。

•

温度范围 – 红外线温度计的典型温度范围(-4 to 500 °F)小于非接触式温度计。
热电偶接触式温度计的测试范围最高可达2700 °F 。宽温度范围的红外线温度计其成本都是极其
昂贵的，在测试温度较高或者较低时，热电偶温度计将会是非常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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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寿命 – 红外线温度计使用过程中不需要与被测物发生接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必须非常小心
保护其内部的红外线探头，为保证其使用寿命必须严格做好防尘防水的工作。
接触式温度计测试过程中需要接触被测物，这是其前端的接触式探头需要定期的保养或者更换。

表2通过几个关键的因素来帮助确定哪种温度计的类型较为适用。

选择接触式温度计

选择非接触式温度计

表面温度的测试
被测物的尺寸非常小或者距离非常远
测试精度要求小于 1 °F
要求反应时间在毫秒级
测试温度很高
(< -4 °F)

(>1000°F) 或 很 低

表 2: 温度计选用指南

TEGAM公司产品
TEGAM 公司提供一系列的手持数字式温度计和校准器产品，包括热电偶式、热敏电阻式和铂电阻式，可
以兼容众多不同的温度探头类型，以满足不同温度范围的环境控制需求。
例如，TEGAM 公司 819A 型单通道 K,J,T 型热电偶温度计，基本精度 0.1%，可以选择°F 和 °C，具
有 0.1°和 1°两种分辨率选择。821A 型是双通道热电偶温度计，同样具备基本精度 0.1%，可以选
择°F 和 °C，具有 0.1°和 1°两种分辨率选择，还带有最高温度/最低温度记录功能。这两款仪表具有精
度高、测试简便等特点，同时其坚固的外壳防水防尘。配合键盘保护膜，以及可选的仪表外套，819A
型和 821A 型温度计可以提供价格最好、耐久性最强、精度最高的测试方案。
TEGAM 公司 874F, 874C, 875F 和 875C 是紧凑的、坚固的经济型一键开关式数字热电偶温度计。
TEGAM 公司 865 (如图 5) 和 866 是一键开关式热敏电阻温度。这几款温度计都以操作简单、测试精
度高和影响时间快为主要特点。在选购温度计时，您需要说明探头类型和温度显示类型(°F/°C)，而在
您操作时只需要选择合适的分辨率即可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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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TEGAM 819A 和 865

TEGAM 公司 891A 或 875F 系列热电偶温度计配合 8052 热电偶切换开关，可以组成一个快速而简单
的六路温度测试系统（如图 6）。该方案成本低于其他同类测试方案，而且便于使用，是众多食品加工
行业和制药行业的。

图 6: TEGAM 温度监控系统 (819A + 8052)

TEGAM 公司帮助您在众多温度测试产品中选择最适合您的一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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