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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红外热成像检查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郑小娇，段彬武，潘银叶，贾妮娅* 

贵州省骨科医院疼痛科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探讨医用红外热成像检查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方法及具体效果。方法 选取 2020 年 1 月

至 2020 年 12 月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体检者 75 例，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所有体检者均接受彩超检

查与医用红外线成像检查，比较这两种检查方法的效果差异。并从体检者中选取腰痛、脂肪肝及颈椎病患

者各 10 例，分析这三类患者治疗前后病变部位的皮肤温度变化情况。结果 经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彩超

检查与医用红外线成像检查在中心肌缺血、胆结石、HP 阳性、ALT 和 GCT 升高、脂肪肝、颈椎病、腰痛

方面的符合率，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经医用红外线成像检查能够发现，

腰痛、脂肪肝及颈椎病患者治疗前后病变部位的皮肤温度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
健康体检中应用医用红外热成像检查，有助于提高疾病检出率，并发挥出病症监测的良好效果，令腰痛、

脂肪肝及颈椎病患者的预后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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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specific effects of medical infrared thermal 
imaging examination in health management. Methods: Select 75 medical examiners who have undergone health 
examination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December 2020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of this experiment. All 
medical examiners received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nd medical infrared imaging examination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these two examination methods. In addition, 10 patients with low back 
pain, fatty liver, and cervical spondylopathy were selected from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the skin temperature 
changes of the lesions in these three type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analyzed. Results: After data 
analysi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oincidence rate of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nd medical infrared 
imaging examination in terms of myocardial ischemia, gallstones, HP positive, ALT and GCT elevation, fatty liver,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low back pain are obviou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medical infrared imaging examination can find that the skin temperature of the lesions in patients with low back 
pain, fatty liver and cervical spondylosi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hich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medical infrared thermal imaging in health examinations can 
help increase the detection rate of diseases, and exert a good effect in disease monitoring,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low back pain, fatty liver and cervical spondy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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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近些年我国居民保健意识的不断提高，使

健康管理工作成为各大医院关注的焦点。而选择科

学合理的体检方法，不仅能够提高各项数据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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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还可以及时发现体检者的病症问题，为社

会居民的身体健康提供良好的保障。本文详细探讨

了医用红外热成像检查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方法及

具体效果，以此为增强我国公众整体保健水平提供

信息参考，研究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的开始时间为 2020 年 1 月，结束时间

为 2020 年 12 月，选取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体检

者 75 例，作为本次实验的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

者人数和女性患者人数分别为 40 例和 35 例。年龄

分布：＜40 岁的体检者人数为 12 例，40-60 岁的体

检者人数为 45 例，＞60 岁的体检者人数为 18 例，

体检者的平均年龄为（52.3±1.3）岁。本次实验经

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所有体检者及家属均已自

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所有体检者均接受彩超检查与医用红外线成像

检查，顺序为彩超检查在前，医用红外线成像检查

在后。 
（1）彩超检查 
医护人员对体检者开展彩超检查时，应嘱咐体

检者让自身膀胱处于充盈状态， 
并协助体检者在医疗床上保持仰卧位姿势，为

接下来的检查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紧接着引导体检者将腹部衣服掀开，使其腹部

全面暴露于视野之中。随后将耦合剂涂抹于体检者

腹部表面，利用探头进行滑动检查即可[1-4]。 
（2）医用红外热成像检查 
医护人员应先将热像检查室的温度维持在

22-24℃，湿度控制在 35％左右，杜绝空气对流，为

后续的医用红外热成像检查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体检

者应在进入热像检查室前，需要将自身各部位的护具

去除，并使各检查部位处于暴露状态 15-20 分钟。若

体检者存在流汗过多的情况，则应等待体检者皮肤干

燥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5-9]。当体检者的皮肤温度与

热像检查室的温度处于平衡状态后，医护人员应利用

医用红外热成像仪，对体检者的全身部位开展检查扫

描工作。并通过科学调整摄图软件的各项参数、选择

合适的热像中心温度及温度变化幅度、保存和处理检

查图像，进一步提高病变位置的图像清晰度，为后续

的诊断观察提供良好的帮助。而图像处理完毕后，应

由经验丰富的医师进行阅片。同时根据热图信息，对

体检者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诊断[10-15]。 
1.3 观察指标 
分析医用红外热成像检查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

效果，检查项目主要为 ST-T 段升高、胆结石、HP
阳性、ALT 和 GCT 升高、脂肪肝、颈椎病、腰痛，

结合公式：（病症检查例数）÷实际例数×100％=
检查符合率。并统计 10 例腰痛患者、10 例脂肪肝患

者和10例颈椎病患者治疗前后病变部位的皮肤温度

变化情况，为后续的研究分析，提供具有重要价值

的信息参考[16]。 
1.4 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实验研究中，所有体检者的各项数据，

均使用 SPSS20.0 进行专业分析。并以（％）和（ x
±s）标识效果，经 X2 和 t/X2 检验后，以（P＜0.05）
标识数据之间的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经对比 75 例体检者的检查结果可得，存在

中心肌缺血、胆结石、HP 阳性、ALT 和 GCT 升高、

脂肪肝、颈椎病、腰痛病症的患者人数，分别为 16
例、7 例、11 例、15 例、24 例、13 例和 15 例。彩

超检查与医用红外线成像检查的各项符合率，均存

在着明显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

表 1 所示。 
2.2 从表 2 可以发现，经医用红外线成像检查可

得，腰痛、脂肪肝及颈椎病患者治疗前病变部位的

皮肤温度，均明显高于治疗后病变部位的皮肤温度，

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人体的温度具有稳定性和特征性的特点，一旦

出现任何病变问题，局部温度会因血流量的变动出

现改变。基于此种情况，通过观察人体皮肤温度的

变化幅度，能够为人体机能是否处于正常状态提供

判断依据。而医用红外线成像检查正是依据人体皮

肤温度与机能状态之间的关系，通过采集人体红外

辐射、数据分析、图像处理、信号转换和形成热图

等流程，为病症诊断和健康体检提供有利的信息参

考。该种方法不仅为无创式检查手段，更具有重复

性高、检查效率高和获取结果快等优势，被广泛应

用于医院各科室的临床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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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比较彩超检查与医用红外线成像检查的效果差异（%） 

组别 ST-T 段升高 胆结石 HP 阳性 
ALT 和 GCT

升高 
脂肪肝 颈椎病 腰痛 

彩超检查 10（62.50％） 4（57.14％） 5（45.45％） 9（60.00％） 15（62.50％） 9（69.23％） 8（61.54％） 

医用红外线

成像检查 
14（87.50％） 7（100.00％） 7（63.64％） 12（80.00％） 19（79.17％） 12（92.31％） 11（73.33％） 

X2 15.134 43.467 18.505 20.331 17.467 23.479 12.479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2 比较腰痛、脂肪肝及颈椎病患者治疗前后病变部位的皮肤温度 

时间 腰痛 脂肪肝 颈椎病 

治疗前 35.79±1.13 36.19±1.45 34.56±1.48 

治疗后 34.03±1.05 34.11±1.36 30.23±1.97 

t/X2 1.134 2.526 4.795 

P 值 ＜0.05 ＜0.05 ＜0.05 
 
本次实验利用彩超检查与医用红外线成像检查

进行对比分析，从检查符合率方面观察可得，医用

红外线成像检查的表现结果明显比彩超检查更加优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通过比较腰痛、

脂肪肝及颈椎病患者治疗前后的皮肤温度变化情

况，则能够发现数据之间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

义（P＜0.05）。这就表明，医用红外线成像检查不

仅能够在健康体检中发挥出良好的帮助作用，还可

以在病症监测方面提供有利的信息参考。令我国社

会居民的健康管理水平，踏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综上所述，将医用红外热成像检查应用于健康

管理中，在提高疾病检出率和改善预后方面效果显

著，令我国公众的整体保健水平明显增强，具有重

要的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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