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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体温测量在生猪检疫中的可行性探索
易良杰，王

剑

（湘潭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湘潭
摘

411104）

要 ：为加强非洲猪瘟（ASF）常态防控下生猪检疫工作，探索采用红外体温计快速测量生猪体温的方法，

用于生猪产地检疫和屠宰检疫等方面的临床检查。以某生猪定点屠宰场存栏待宰的肥猪为试验对象，在晚 7 时
以后（气温 12~24 ℃）生猪充分休息并处于安静状态下，分别用红外体温计与水银体温计同时检测同一头生猪

的体温和肛温，共测量 100 头生猪 ；将获得的 100 组数据筛选后，用 Excel 软件进行配对，分析其相关性。结
果显示，红外体温与肛温之间存在线性相关，一致性较好，相关系数 R2=0.858 2，回归方程式为 y=4x-107.11（y

为肛温，x 为红外体温）。结果表明，用红外测量代替水银测量用于生猪检疫方法可行，可实现短时间内大批量
生猪体温测量。今后应进一步探索红外体温计测量生猪体温的适用条件，确定不同环境条件下生猪检疫中的最
适测量环节。本试验为生猪检疫临床检查中增加体温检测事项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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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of Infrared Thermometers in Live Pig Quarantine
Yi Liangjie，Wang Jian
（Xiangtan Center for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Xiangtan，Hunan

411104，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live pig quarantine under norm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frican swine fever

（ASF），a method to rapidly measure body temperature of pigs by infrared thermometers was explored to be used for
clinical inspection including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at the place of origin and slaughtering. An experiment targeting
to fattening pigs for slaughtering in a ﬁxed-point slaughterhouse was carried out，the temperatures of body and anus of
the same pig were simultaneously measured respectively by an infrared thermometer and a mercury thermometer after 7
p.m.（at the temperature of 12 to 24 ℃）when it had a full rest in a quiet status，involving 100 live pigs ；the obtained

100 groups of data were screened and matched with Excel software to analyze their correla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good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infrared temperature and anal temperature（R2=0.858 2），and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was y=4x-107.11（y ：anal temperature，x ：infrared temperature）. It was concluded that infrared
thermometers could be used for pig quarantine instead of mercury thermometers，which could measure large number

of pigs in a short time. In the future，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for measuring body temperature of pigs by infrared
thermometers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link for measurement in pig quarantine under diﬀerent
environments. In the paper，body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was technically supported to be included in clinical
inspection of pig quaran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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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 8 月我国通报首例非洲猪瘟（ASF）

猪产地检疫规程》，临床检查仍是生猪检疫的主要

疫情以来，部分地区在生猪产地检疫中暂停了检疫

程序，这使检疫工作面临现实矛盾与困境。在当前

员进入猪场养殖区域实施临床检查，但依据《生

ASF 常态防控形势下，生猪的检疫工作仍需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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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温是反映生猪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疫病

2

结果与分析

[1]

发生时，体温的变化往往比其他症状更早显现 ，

对筛选出的 22 个 38.0~40.3 ℃肛温范围内数

因此生猪检疫应当进行体温检测。但采用传统的

据使用 Excel 软件排序，求得每个肛温对应的红外

水 银 体 温 计 检 测 体 温 费 时 费 力， 测 量 1 头 猪 需

体温平均值，做出第一张散点图。加入线性拟合

3~5 min，且操作难度大，而红外体温计检测方便，

线，舍去明显偏离拟合线的红温数据，选取 16 个

测量 1 头猪只须 2~3 s，且易于操作。因此，在生

38.1~39.7 ℃范围内肛温数据及其对应的 67 个红外

猪检疫的临床检查中，探索使用红外体温计快速检

体温数据，做出第二张散点图。为满足 R2 ≥ 0.800 0，

测群体体温的可行性十分必要。本研究探索了红外

再次舍去明显偏离拟合线的 10 个红外体温数据，

体温计快速检测生猪体温的可行性，以期为红外体

选定 12 个肛温数据以及对应的 57 个红外体温数据。

温测量在生猪检疫中应用提供支持。

肛温区间 38.1~39.7 ℃对应红外体温区间 36.3~36.7 ℃，

1

材料与方法

得 R2=0.858 2，回归方程式为 y=4x-107.11（y 为肛

体温计

温，x 为红外体温），做出第三张散点图（图 1）。

1.1

红外体温计（KF-HW-002），由湖南可孚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水银体温计，由安徽方达药

分析结果显示，红外体温与肛温之间存在较好的线
性相关性，用红外体温代替肛温测量方法可行。

械有限公司生产。两种体温计均经过温度校准。
1.2

试验设计
以某生猪定点屠宰场存栏待宰的肥猪为试验

对象，在晚 7 时以后（气温 12~24 ℃），生猪充分
休息并处于安静状态下，用红外体温计与水银体温
计同时检测同一头生猪体温，共测量 100 头生猪，

图1

利用得到的 100 组数据统计分析红外体温与肛温数
据之间的相关性 [2]。
1.3

3

试验方法

讨论

3.1

将红外线体温计设置 35~42 ℃的测量区间，

生猪红外体温与肛温对照趋势

红外体温测量操作
红外体温计通过红外线感应来实现体温测量。

在猪耳朵自然下垂的情况下（避免耳朵竖起，耳根

红外线穿透力不强，不能穿透生猪被毛，故测量部位

部会形成皱纹，对测量影响很大），把红外线体温

应选择耳后无毛区；目前市场上的红外线体温计是用

计枪头轻按在猪耳根部 2~3 s

[3-4]

，听到“嘀”的提

示音即可。肛温测量方法依说明书进行。
1.4

于人体检测的，其说明书标称测量距离为 3~5 cm，但
实际操作中，因生猪好动，距离不好掌握，因此将
红外体温计枪头轻按于耳后即可。今后如推广应用

数据采集及分析
用红外体温计和水银体温计同时测量同一头

生猪，得到测量数据共 100 组，筛选出 38.0~40.3 ℃
肛温范围内数据，使用 Excel 软件对筛选出的肛温

于生猪等动物体温测量，需要作适当改进。
3.2

红外体温影响因素
研究 [5] 表明，只有在生猪安静状态下测得的

数据排序，求得每个肛温对应红外体温数据平均值，

体温才能准确反映其健康情况。活动因素对生猪体

做出散点图，加入线性拟合线，舍去明显偏离拟合

温有影响，生猪经驱赶、运输后，因应激会使体

线的红温数据，最后选出肛温数据对应的红外体温

温升高。在生猪屠宰场检测待卸的生猪体温时发

2

数据，计算相关系数（R ），做出回归方程式。

现，运输距离越远，对体温影响越大，运输距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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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km 以内偏差不大，50~100 km 偏差较大，大于

二是大型生猪养殖规模场为防控疫情，严格落实生

100 km 长途运输偏差很大；试验发现，生猪装车

物安全措施，进场检疫需要实施严格的消毒、隔离

20 min 后与装车前体温相差 2 ℃，其中仔猪的温

程序，使得进入养殖区域进行临床检查不现实；三

差较肥猪更大。

是中小型猪场防疫要求虽然相对较低，但为避免疫

红外体温检疫适用环节

3.3
3.3.1

屠宰检验环节

情传入，同样不宜进入养殖区域。
目前湘潭市产地检疫时暂停进入猪场养殖区

依据《生猪屠宰检疫规程》，

宰前 2 h 要依据生猪产地检疫的临床检查办法，对

域实施临床检查，同时采用替代方式开展相关工

待宰生猪进行检查。驻场检疫员可在短时间内使用

作：一是采用视频检查方式，由猪场养殖区域内企

红外体温计在待宰圈内大批量检测待宰生猪体温，

业工作人员对待检生猪拍摄临床检查短视频，要求

并将测得的体温数据记录在专用表格上，这样可快

重点拍摄生猪鼻盘、蹄部特写镜头，发送检疫员检

速发现体温升高的生猪，作为不准宰依据之一，确

查并存档；二是在待检生猪装车时，检疫员对生猪

保准宰生猪健康。因生猪经驱赶、运输或暴晒后，

健康状况进行检查，并拍照存档。上述两种办法，

体温会显著升高，所以入场验收环节不宜应用红外

仅能检查鼻蹄是否有水泡，皮肤是否发绀，是否有

体温计测量。

拉稀现象等，均不能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临床检查，

3.3.2

产地检疫环节

生猪装车后测温虽然是最

方便的，但因驱赶、日晒等应激因素，生猪体温会

仅能检出处于急性发作期的疫病，不能将所有“检
疫对象”全部有效排除。

显著偏高，故此环节测温不可行；同理，将生猪运

而《生猪产地检疫规程》中，所有检疫对象

到申报点测温也不可行；生猪出栏时在赶猪通道旁

都有“发热”或“高热”症状，所以生猪检疫的临

测量虽方便准确，但守候时间过长，工作效率低。

床检查措施中，体温检测具有重要意义。在生猪产

场内测温较为合适，场内技术人员利用红外体温计

地检疫和屠宰检疫临床检查时，采用红外体温计测

的记忆功能，无需当场记录数据，测量完成后只需

量生猪体温，可快速排除体温升高的生猪，从技术

凭记忆编号读取相应数据，然后生成记录表就可作

层面强化了出栏和准宰生猪的健康状况检查，进一

为产地检疫的临床检查材料并存档。

步保障了上市猪肉的卫生安全。

3.4

局限性
本次试验表明，红外体温与肛温具有较好的

线性关系，用红外体温测量代替肛温测量具有可行
性。但本次试验检测样本只有 100 头，试验气温为
12~24 ℃，因此得出的数据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产地检疫、屠宰检疫时的工作温度一般为 2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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