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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JT2210多功能温度热流测试仪是针对现

场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测试的测试仪。该仪器

采用彩色触控屏，可以同时接12路温度和6路

热流传感器，也可扩展增加12个单点无线温

度热流测试模块，用于房间整体保温性能测

试。主机可自动计算传热系数。

主机技术参数：

JT2210配套的PC软件具备专业的统计分

析功能、传热系数热阻计算功能等。符合标

准JGJ/T 357-2015《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现场

检测技术规程》所规定的稳态及动态两种计

算方法，可生成测试报告，输出曲线及电子

表格数据。

一、建筑热工产品

传热系数测量01

项目 参数

接入能力
有线传感器：12个10米线温度传感器和6个10米线硬板热流传感器；
无线传感器：6个温度热流无线模块 6个温度无线模块

尺寸 430x340x165mm 

存储 外接U盘存储，周期1~60min可设置

显示 彩色触控屏，7英寸，分辨率800×480像素

续航时间 ＞48小时（5min存储一次，远程无线1小时工作一次） 

通信方式
传感器通过Zigbee与主机通信

主机通过4G与云平台通信 

供电方式 DC12V/内置锂电池 

使用环境 -10~50℃ 

JT2210 多功能温度热流测试仪

JT2210具备4G远程传输功能，建通科

技提供云平台服务，用户注册后即可远程查

看、下载测试数据，并能进行统计分析计算

等。

NEW

√ 无线传感设备       √ 云平台服务       √ 远程查看       √ 下载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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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传感器： 

热流传感器：

单机版数据处理软件：
PC端软件可从U盘导入测试数据，通过软件可计算出传热系数和

热阻。可以将数据保存为Excel，html或txt格式。可以将曲线图形另存

为图片格式，可以生成测量数据的统计报表，可以进行报表的打印和导

出等。

远程云平台：
主机自带4G通信模块，测量的数据会按照5分钟的间隔发送到云

平台，用户通过PC端输入网址登录进入平台。

平台主要功能：

项目 参数 说明

温度范围 -20~85℃

温度精度 ±0.5℃ ±0.2℃（10~50℃）

温度分辨率 0.1℃

封装形式 金属扁平

项目 参数

存储 20000组以上

唤醒间隔 20s~60min

供电功耗 ＞96小时（5分钟存储间隔 无线通讯模式）

通信 Zigbee

温度测试 范围 -20~85℃；分辨率 0.1℃；精度±0.5℃

热流测试 范围 -2000~+2000W/m2；分辨率 0.1W/m2；精度±5%读数

√ 实时数据              √ 趋势曲线              √  测点地图        

√  数据查看             √ 热阻计算              √  数据下载

传热系数测试报告

无线温度热流传感器(记录仪)：

项目 参数

测试范围 -2000~+2000W/m2

热流系数 ＜35W/m2.mV

响应时间 10s

精度 ±5%

热流分辨率 0.1W/m2

环境与节能监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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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RG-IA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测试热箱

简介：
JTRG-IA是专门针对现场建筑热工检测开发的辅助检测装置，符合JGJ/T 357-2015《围护结构传热系数现场检测技术规程》，属热流计法。

本设备可配合建通科技公司的JT2210多功能温度热流测试仪使用，构成专业的现场传热系数检测系统，也可同其他厂家生产的温度热流检测仪配

合使用。

产品特点：
●     限温控制：限制加热器过热，保护热箱避免过热引起危险；

●     拉杆箱形式：便携、轻便、易用，拉杆兼可作为支撑用；

●     加热快：高功率加热器升温迅速、稳定，散热器大面积覆盖，保证温度热流波动极小；

●     传感器快接：箱体外自带温度传感器和热流传感器插孔，即插即用；

●     快速插拔：利用伸缩拉杆及自带防滑垫，现场方便支撑固定。

技术参数：

项目 参数

温度保护 保护限制温度：＜80°C

加热功率 600W( 最大工作功率）

供电 220V 50Hz AC

接口 温度6通道：3.5mm标准接口；热流4通道：3.5mm标准接口

温控 温控加热，可实现 20°C 以上的温差； 控温范围：环境温度 ~60℃

加热器件 大面积平板加热器，加热迅速，平缓，铝合金翅片散热，稳定、均匀

使用环境 -20~60°C

箱体尺寸 660x540x224mm

材质 铝合金

重量 22kg

独特的温控电路和结构设计，消除温控波动和干扰，温度

和热流运行平稳可靠，极大降低了波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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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RG-I 建筑围护结构保温性能检测装置

介绍：
JTRG-I建筑围护结构保温性能检测装置

采用热流计法原理, 主要用于测定各种建筑墙

体的传热系数及热阻率，也适用于检测各种

技术参数：

项目 参数

功能 实验室传热系数测试（冷热双控温）

热箱
室温~50℃，连续可调（推荐温度40℃）
控制精度：±0.2℃
加热功率： 500W

冷箱

温度控制范围：-10℃~室温
控制精度：±0.2℃
冷箱制冷功率：额定300W 最大750W
压缩机组：两套压缩机组，独立控制

供电 220V 50Hz AC

结构尺寸 2200x1300x1500mm

试件尺寸 1000x1000x400mm

试件架承重 200kg 

重量 小于300kg（无试件重量）

室内热工参数测量

特点：
●     可同时连接7个传感器：2路K型热电偶、1路辐射热或太阳辐射、1路热流、1路温湿度、  

       1 路黑球温度、1 路微风速等；

●     可测试舒适度PMV/PPD指标和热指数WBGT值。

JT2020 多功能测试仪

建通科技在十余年的便携仪器开发经验基础上，开发了JT2020多功能便携智能仪表，一表

多用，实现了集多种参数、多种规格传感器于一表的功能。同时，JT2020多功能测试仪可测试

舒适度PMV/PPD、WBGT热指数等，本多功能测试仪配套的PC软件，有更丰富的分析能力及更

强大的计算能力，可针对行业标准及相关规范给出专业的评价结果。

连接黑球温度，微风速，温湿度传感器——作为热舒适度仪使用
JT2020-3内置了舒适度测量程序，当设备连接舒适度测量所必需的所有传感器时，仪器将能够进行舒适度的测量，同时计算PMV/PPD/

WBGT等值，并且可以通过设备界面手动输入舒适度计算所必须的其他参数（服装热阻，新陈代谢率等）。

板式保温材料及中空玻璃、夹胶玻璃等的传热

系数。该设备配合建通科技公司自行开发的

JT2210多功能温度热流测试仪可构成一个专

业的实验室传热系数检测系统。

02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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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舒适度的评价指标PMV PPD

PMV/PPD计算所必要的非测量参数，可以通过屏幕进行输入，包

括服装热阻，代谢率等。

PMV和PPD的计算是根据ISO 7730(GB/T18049-2000)标准的舒适

度评估指标进行的。

JTSoft-DM管理软件

实时监测、显示、存储仪器测试数据，检索、下载、保存和使用

仪器记录的数据，根据选定的时间间隔计算结果，基于多种评价标准计

算结果，生成评估报告。

对室内舒适度进行计算与评价
基于ISO 7730标准，通过测试数据计算PMV和PPD指数模型，评

价室内热环境的热舒适状态。

寒冷环境的计算与评价
可以进行寒冷工作环境下极限暴露时间，恢复时间，风寒温度等

指标的适宜数值和最低限值的计算,可完成IREQ，DLE，RT，WCI等

指数的计算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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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热工组合测试包   舒适度组合测试包

结构规格

外型尺寸：175x92x38mm

材      质 ：ABS+包胶

防       滑：有防脱落腕带接口，可拆卸腕带

固       定：1/4英寸螺纹接口，可接标准三脚架

供电

内置供电：内置锂电池，5000mAh

续航时间：连续测试约24小时（全部有线通道接入传感器）；连续测试大于3天（单接入热流、辐射热等）

外接供电：DC5V，1A

接       口：Micro USB接口

数据采集技术指标

数 字 通 道 ：仪器顶部3个通道，6芯M12航空接头，可接入温湿度、温度、风速等数字信号传感器

热电偶通道：底部2通道K型热电偶

热电偶接口：通用标准热电偶接头

模拟量通道：底部2通道，可接热流、辐射热等；采集电压范围0-2V

性能规格

显示方式：彩色3.5英寸触控LCD显示

操作语言：中文（默认）/ 英文（可选）

存储周期：10s~90min59s，任意设置

数据存储：SD卡，海量存储

数据输出：可导出存储数据，输出电子表格，文件形式 .CSV

分析软件：配置PC端专业上位分析软件JTSoft-DM，Win7以上操作系统

使用环境

使用环境：0~60°C、0~90%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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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传感器技术规格：

部件名称 订货号 图示 测量指标

温度传感器

2020-08
范       围： - 40~800°C
精       度： K型1级精度
结       构： 手持式、圆头、浸入式

2020-09
范       围： - 40~800°C
精       度： K型1级精度 
结       构： 手持式、尖头、插入式

黑球温度传感器 2020-11 范       围： -20~85°C
精       度： ±0.5°C

湿球温度传感器 2020-12 范       围： 5~60°C 
精       度：±0.5°C

温湿度传感器

2020-15

湿度范围： 0~100%RH
湿度精度：±3%RH
温度范围： -20~125°C
温度精度： ±0.5°C
封       装： 不锈钢封装
应       用： 疏松固体内部温湿度

2020-16

湿度范围： 0~100%RH；
湿度精度：±3%RH
温度范围： -20~125℃
温度精度：±0.5℃
封       装： 普通塑料封装
应       用： 空气温湿度

全向风速传感器 2020-21

类       型： 热球式
范       围： 0.05~5m/s
通信方式： RS485
精       度：±(0.03m/s+2%读数)

辐射热传感器 JTC03
测量范围： 0~10KW/m2

接       头： 3.5mm标准接口
测量精度：±5%读数

热流传感器 JTC08
测量范围： -2000W/m2~+2000W/m2

接       头： 3.5mm标准接口
测量精度：±5%读数

太阳辐射传感器 JTTS-01

灵 敏 度 ： 7~14μV·W-1·m2

信号输出： 0~20mV 
接       头： 3.5mm标准接口
测试精度：±5%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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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IAQ-50 室内空气质量与热舒适度测试仪 （北京市自主创新新产品认定、建通科技专利产品） 

JT-IAQ-50室内空气质量与热舒适度测

试仪，是为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厂矿

等室内环境监测测试而开发的专业测试仪

器。主要用来测试室内环境如温湿度、黑球

温度、空气微风速、热舒适度指标PMV/PPD

等；同时也可测试室内空气质量IAQ、CO2、

PM2.5等，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功能全面

的室内环境与空气质量测试仪之一。

使用特点：
●     可同时测试风速 / 黑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空气温度 / 相对湿度 / CO2/PM2.5；

●     可选配测试热舒适度梯度，依据用户可定制不同配置；

●     自动计算PMV、PPD等舒适指数、热指数WBGT、露点温度DW；

●     内置蓄电池，续航能力 8 小时以上；

●     内置SD卡（1GB容量SD卡可连续存储约2年）；

●     按等级进行绿、黄、红三色灯光预警提示；

●     OLED循环显示各测试参数。

技术规格：

项目 参数 说明

安装方式 摆放 / 壁挂 / 三角架安装 

黑球温度  范围 / 精度 -20℃~85℃；±0.5℃ ±0.2℃ (10~50℃ )

湿球温度  范围 / 精度 5~60℃；±0.5℃ ±0.2℃ (10~50℃ )

相对湿度  范围 / 精度 0~100%RH；±3%RH 

空气温度  范围 / 精度 -20℃~125℃；±0.5℃ ±0.2℃ (10~50℃ )

空气流速  范围 / 精度 0.05~5m/s；0.03m/s+2%读数 50%RH；1013hPa

CO2  范围 / 精度 0~5000ppm；±30ppm 

PM2.5  范围 / 精度 0~999μg/m3；±10%读数 

存储空间 8G容量SD卡

存储时间间隔 1~60min可调

通讯方式 RS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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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Box  空气盒

JT2082 空气质量监测盒—— 适用于大规模组网测试         

简介：
JT2082系列空气质量监测盒，采用适合物联网扩展的通信方式，

适合不同场景、不同平台的大规模集成使用。具备NB-IOT、LoRa、

4G、以太网、RS485等传输方式。

建通提供平台服务，可远程进行数据管理。

●     测试参数：温度、湿度、PM2.5、 CO2、TVOC、甲醛、CO
●     安装方式：壁挂 
●     温度测试：0~60°C；±0.5°C

●     湿度测试：10%~90% ；±3%RH
●     CO2测试：0~5000ppm；±50ppm
●     PM2.5测试：0~999μg/m3；±10%读数 
●     甲醛测试：0.01~2.6mg/m3；±10%读数

●     TVOC测试：0.16~0.6ppm；±10%读数

●      CO测试：0~600mg/m³声音报警功能

●     供电：DC5V
●     位置：预留220V电源

●     显示方式：彩色LED预警 ；触控调光

●     设备尺寸：150x150mm
●     通讯方式：RS485、以太网、NB-IOT、4G、LoRa通信方式可选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本设备采用准专业级测试传感器，区别于市场上低成本消费级的

同类产品，保证数据的准确度，适合绿建评价、健康建筑评价、科研等

应用。

通信方式多样：RS485、

以太网、NB-IOT、4G、

LoRa通信方式可选

参数任意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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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R25Z  无线多通道测量系统 —— 用于多个无线记录仪组网

简介：
JTR25Z智能采集主机用于建通科技生产的JT系列无线数据记录仪

组网时的数据采集，设备采用防水、抗冲击便携仪器箱，可方便携带和

使用，内置Zigbee无线接收终端，可同时连接多达100个无线数据记录

仪，并将所有数据显示在仪器箱内的彩色屏幕上，所有被采集的数据可

通过4G网络远程传输至建通云平台，使用PC端即可方便的浏览数据或

下载数据。

主机具备外接U盘功能，可将数据存储为标准电子表格格式，可通

过Excel打开编辑。

项目 参数

通道数量 每种传感器最多30路

硬件支持 建通无线数据记录仪

连接方式 无线Zigbee

仪器存储 U盘

显示 7英寸液晶触控显示屏

存储间隔 1~60min可调

供电 / 电池 220V 50Hz AC交流供电

外观尺寸 400x300x200mm

重量 约5kg

通信 4G

语言选项 中文

接入传感器种类：

无线温度传感器 ( 记录仪）

无线PM2.5传感器（记录仪）

无线CO2传感器（记录仪）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记录仪）

无线温度热流传感器（记录仪）

无线辐射热传感器（记录仪）

无线照度传感器（记录仪）

无线太阳辐射传感器（记录仪）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 无线数据记录仪可独立用于数据采集 )

 PAG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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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R04Z 无线黑球温度记录仪

无线温湿度记录仪可自行存储数据，作为

现场测试记录用。WIFI/zigbee无线传输功能也

可与JTR25Z无线多通道测量主机集联使用。

无线黑球温度记录仪可用于测量室内辐射

温度，直径150mm，带支座可定制其它结构

形式。

项目 参数

存储 20000组以上

唤醒间隔 20s~60min

供电功耗 DC5V；续航时间＞1个月(记录仪模式，无线关闭)

通信 Zigbee/WIFI可定制

温度测试 -20~85℃；分辨率0.1℃

温度精度 ±0.5°C    

湿度测试 0~100%；分辨率0.1% 

湿度精度 ±3%

项目 参数

存储 20000组以上

唤醒间隔 20s~60min

供电功耗 DC5V；续航时间＞1个月(记录仪模式，无线关闭)

通信 Zigbee/WIFI可定制

温度测试 -20~85°C     

温度精度 ±0.5°C    

分辨率 0.1°C   

项目 参数

存储 20000组以上

唤醒间隔 20s~60min

供电功耗 DC5V；续航时间＞1个月(记录仪模式，无线关闭)

通信 Zigbee/WIFI可定制

黑球直径 150mm

测试范围 -20~125°C    

分辨率 0.1°C    

测试精度 ±0.5°C    

无线数据记录仪与在线监测系统

JTR08ZI 无线温湿度记录仪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JTR02Z 无线温度记录仪

无线温度记录仪可用于测量建筑围护结构

表面温度，工业管道表面温度等。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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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R05Z 无线太阳辐射记录仪

室外无线温湿度记录仪，采用百叶防护

罩，带安装支座，方便固定使用。

无线温度热流记录仪可用于测量建筑围

护结构表面温度，传感器采用防水接头连接，

可方便拆装。

无线太阳辐射记录仪连接有一台太阳总

辐射表，可用于测量太阳总辐射，记录仪带有

自动记录和数据实时无线（WIFI 版）上传功

能，可随时将测量数据通过建通测控云上传至

云端，并通过远程 PC 或手机 APP 查看测量

数据。

项目 参数

存储 20000组以上

唤醒间隔 20s~60min

供电功耗 DC5V；续航时间＞1个月(记录仪模式，无线关闭)

通信 Zigbee/WIFI可定制

温度测试 -20~85℃；分辨率 0.1℃ 

温度精度 ±0.5℃

湿度测试 0~100%RH；分辨率0.1% 

湿度精度 ±3%

项目 参数

存储 20000组以上

唤醒间隔 20s~60min

供电功耗 DC5V；续航时间＞1个月(记录仪模式，无线关闭)

通信 Zigbee/WIFI可定制

温度测试 范围-20~85℃；分辨率0.1℃

温度精度 ±0.5℃

热流范围 -2000W/m2~+2000W/m2

热流精度 ±5%

项目 参数

存储 20000组以上

唤醒间隔 20s~60min

供电功耗 DC5V；续航时间＞1个月(记录仪模式，无线关闭)

通信 Zigbee/WIFI可定制

总辐射测试 0~2000W/m2；

分辨率 0.1W/m2

响应时间 小于20秒

光谱范围 300~3200nm

JTR01Z 无线温度热流记录仪

JTR08ZO 室外无线温湿度记录仪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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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R23Z 无线 PM2.5 记录仪

无线照度记录仪可用于测量室内平均照

度，室内采光，工作面照度，同时可用于灯光

监测，景观灯监测等。

无线CO2记录仪，可用于建筑室内环境空

气质量监测，农业养殖动物圈舍空气质量监

测，大棚CO2 实时监测等，数据实时上传至

“建通测控云”，搭建本地服务器，可建立建

通本地测控云，保证数据的时效性和安全性。

无线PM2.5记录仪使用激光传感器，实时

测量室内空气PM2.5颗粒物浓度。 

项目 参数

传感器类型 光电池式 

存储 20000组以上 

存储间隔 20s~60min

供电功耗 DC5V；续航时间＞1个月(记录仪模式，无线关闭)

通信 Zigbee/WIFI可定制

测试范围 0~10000Lux

测试精度 ±4%

项目 参数

存储 20000组以上

唤醒间隔 20s~60min 

供电功耗 DC5V；续航时间＞5天（记录仪模式，5分钟存储间隔）

通信 Zigbee/WIFI可定制

测试范围 0~2000ppm（可选0~5000ppm）

测试精度 ±(50ppm+3%读数值)

项目 参数

存储 20000组以上

唤醒间隔 20s~60min 

供电功耗 DC5V；续航时间＞5天（记录仪模式，5分钟存储间隔）

通信 Zigbee/WIFI可定制

测试精度 ±10%

测试范围 0~1000ug/m3

JTR22ZI 无线 CO2 记录仪

JTG01ZI 无线照度记录仪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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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R13 多参数室外气象站

系统简介：
JTR13 系列多参数室外气象观察站是具

有气象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传送功能的自

动气象站。该系统性能稳定、检测精度高，在

无人值守的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也能够正常

功能特点：
●     进口专业传感器，高精度长寿命；

●     可同时测试室外各种气象参数；

●     专业的防水结构，机箱可长期室外放置；

技术规格： 

存储周期 1~60min 存储空间 U盘存储

温度范围 -30~70℃ 温度精度 ±0.5℃

湿度范围 0~100%RH 湿度精度 ±3%

气压范围 500~1100hPa 气压精度 <1hPa

风向范围 16个方向 360° 风向精度 ±5%

风速范围  0~30m/s 风速精度 ±1m/s

承雨口径 φ160mm   雨量参数 雨量范围：≤8mm/min；雨量分辨率： 0. 5mm；雨量误差：±4%

总辐射范围 0~2000W/m2 光谱范围  300~3200nm

通讯 RS485；4G 供电电源 220V 50Hz AC

远程连接示意图

运行。其完善的软件数据处理功能，可满足高

校建筑室外气候研究及小型气象台站的业务要

求。主要测试温度、相对湿度、风速、风向、

气压、降雨量、总辐射等参数。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     可拆卸便携支架，方便放置不同位置监测；                          
●     可通过采集单元多站点组网异地远程测试；

●     可选配太阳能供电，以适应不同场地。

建筑室外环境测量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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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3001是以四气两尘为监测核心，结合

气象五参数、GIS地理信息系统的综合监测单

元；单元针对大气中的典型污染气体、颗粒物

进行实时监测，通过无线或有线网络将数据传

输至指定平台服务器，结合大数据算法对污染

●     四气两尘模块化传感器组；                         
●     支持WiFi\3G\4G网络制式，用户可针对使用环境的不同选择相应的网络制式；                           
●     超声波气象五参数免维护传感器组；

●     可扩展噪声\TSP；

●     模块免工具维护设计；

●     工业级元器件及板卡；

●     IP65防护等级的坚固外壳；

●     提供ODM\OEM服务。

颗粒物 / 气体污染物传感器模块：

四气两尘传感器组

SO2 量程：0~1ppm；  分辨率：0.001ppm；精度：≤±3%读数

NO2 量程：0~10ppm；分辨率：0.001ppm；精度：≤±3%

CO 量程：0~20ppm；分辨率：0.01ppm；  精度：≤±3%

O3 量程：0~1ppm；  分辨率：0.001ppm；精度：≤±3%

PM2.5 量程：0~1000μg/m3 ； 精度：±10μg/m3  (≤100μg/m3) ,±10%(100~1000μg/m3)

PM10 量程：0~1000μg/m3 ； 精度：±15μg/m3 (≤100μg/m3),±15%(100~1000μg/m3)

扩展气象参数：大气参数监测传感器组

风速 量程：0~60m/s；     分辨率：0.1m/s；   精度：±0.3m/s（V≥10m/s测量值的3%）

风向 量程：0~360°；       分辨率：0.1°；       精度： ±3°

温度 量程：-40~80℃；    分辨率：0.1℃；      精度：±0.5℃

湿度 量程：0~100%RH；分辨率：0.1%RH；精度：±3%RH

气压 量程：0~1000hPa；分辨率：0.1hPa；   精度：±0.5hPa

气象参数传感器模块：

环境参数传感器模块：

扩展噪声及 TSP

噪声 声压级范围：30~130dB(A) ；频率范围：20~20000Hz；精度： 二级；频率计权：连续 A 声级  

TSP 量程：0~30mg/m3；分辨率：0.1mg/m3  

JT3001 系列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微站）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物进行分析、溯源、追踪、预测，并结合物联

网技术远程管理在线设备、发布空气质量及污

染预警信息等；是一套结合了精确监测、大数

据分析、智慧物联的综合测试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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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3005 系列景观式室外环境监测站

JT3005-3负氧离子监测站   JT3005-4颗粒物监测站   JT3005-5气象环境监测站   JT3005-6 AQI监测站

JT3005系列景观式室外环境监测站，采

用不锈钢金属外壳，设置双面LED，循环显示

各采集参数，可放置于景区，公园，校园，

草坪等地，JT3005系列环境监测站均可以实

功能特点： 
●     测量功能选择：环境噪声、负氧离子、气象参数、颗粒物、气体污染物；

●     防护：防水专用探头；

●     显示：LED彩色显示；

●     结构：立式，不锈钢外壳；

●     供电：220V 50Hz AC；

●     通信：LoRa/4G/NB-IOT可选；

●     外形尺寸：宽300mm，高2200mm；

●     联网：直连现场服务器，数据实时传输，统一管理。

JT3005-3 负氧离子监测站

监测离子 空气中的负氧离子

迁移率 0.15cm3/V.sec

测量范围 10~200万个/cm3；10~2000万个/cm3；1000~20000万个/cm3（订制）

精度 20%

JT3005-4 颗粒物监测站（PM2.5、PM10）

PM2.5 量程：0~1000μg/m3；精度：±10μg/m3(≤100μg/m3) ；±10%(100~1000μg/m3) 

PM10 量程：0~1000μg/m3；精度：±15μg/m3(≤100μg/m3) ；±15%(100~1000μg/m3)

JT3005-5 气象环境监测站

风速 量程：0~60m/s；     分辨率：0.1m/s；    精度：±0.3m/s（V≥10m/s测量值的3%）

风向 量程：0~360°；      分辨率：0.1℃；     精度：±3°

温度 量程：-40~80℃；    分辨率：0.1℃；      精度：±0.5℃

湿度 量程：0~100%RH；分辨率：0.1%RH；精度：±3%RH

气压 量程：0~1000hPa；分辨率：0.1hPa；   精度：±0.5hPa

JT3005-6 AQI 监测站

SO2 量程：0~1ppm ； 分辨率：0.001ppm ；精度：≤±3%

NO2 量程：0~10ppm；分辨率：0.001ppm； 精度：≤±3%

CO 量程：0~20ppm；分辨率：0.01ppm；   精度：≤±3%

O3 量程：0~1ppm；  分辨率：0.001ppm； 精度：≤±3%

现远程无线数据查看（无线版本）可通过建

通测控云数据平台实现：移动客户端，PC端

查看历史数据或实时数据，设备可扩展部分

测量参数。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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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KD-II mini快速导热仪是我公司与中国

计量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的新型导热系数测定

仪器。该导热系数测试仪的问世，是材料导热

系数测试效率的重大提升。其测试速度及重复

性是传统功率法、热流计法导热仪所无法做到

的，因为本仪器的测试原理只与材料的热特征

使用特点： 
●     能在1~3分钟内得到测量结果；

●     无需制作专门的试件，任何形状的平面

      固体材料均能够测试（平整接触面积需大

      于100x150mm）；

●     内置多种保温材料修正系数；

●     彩色触控式显示屏，清晰直观；

●     内置的可充电电池待机时间长达30天；

●     同一状态下多次测试的重复性小于2%；

●     总重量小于5.0KG；

●     内置温湿度传感器，自动采集环境温湿度。

采集主机：
JTKD-II mini主机采用高稳定高精度恒流

模块。金属机壳，造型大气、操作人性化、结

构紧凑。

软件

主要功能

√  软件用于数据管理

√  输出测试报告

√  设备设置

项目 参数

测试方法 瞬态法（平面热源法）

测试范围（λ值） 0.0200~1.0000W/m.K

精度 ±5%

分辨率 0.0001W/m.K

测量时间 40~180s

通讯方式 USB

工作环境温度 -10~60℃

计量标定 用标准板自校

有关，测试时只作用在材料表面浅层。因此被

测试件的厚度、形状都没有特殊要求，大大方

便了使用。相对于传统的导热仪需热流传递达

到稳态才能开始测量，故快速导热仪能大大缩

短测试周期。

彩色液晶屏显示，触摸操作。强制系统

保护时间能极大延长设备使用寿命。自动进程

显示、延时等待显示、存储数据组数显示、日

期时间显示、环境温度显示等。

标准试件：
我公司为本仪器配置了三种材质的标准

试件，采用性能稳定，导热系数不同的材质。

尺寸为150X70X20mm。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导热系数测量05

JTKD-II mini 快速导热系数测试仪   ( 便携快速导热仪 )

20     PAGE



BUILDING PHYSICS SECTION

JTRG-III 导热系数测试仪

JTRG-III导热系数测试仪是我公司依据GB/T10295全新设计的单

试件双热流计式导热仪。采用新的电子制冷技术，无压缩机及制冷剂，

无污染，免于维护，同时电子制冷控温精度更高。采用智能化仪表采集

冷热板温度、热流，自动计算热阻R和导热系数λ，并生成时间和导热

系数曲线图，方便判断热传递状态是否达到稳态，测试结果是否合理。

使用特点：
●     符合GB/T10295、GB/T10294-2008、GB/T3399-1982、

      GB/T10801.1-2002、GB/T10801.2-2002、GB/T3139-2005、

      GB/T 17794-2008标准；

●     大屏幕汉字LCD显示，直观方便；

●     自动测量试件厚度，无需手动输入；

●     只需设定冷热板温度，仪器智能控温测量；

●     实时采集、显示冷热板温度、热流；

●     自动计算热阻和导热系数，屏幕直接显示结果曲线；

●     自动存储，无需担心数据丢失；

●     配套软件可将存储数据传输到电脑，并生成材料导热系数测试报告。

处理软件：

配套软件具有上传数据的功能，可查看历史数据，可查看数据历史曲线，自动计算热阻和导热系数。数据可保存为电子表格，也可以不同格

式的图片形式输出（GIF、JPG、BMP），可自动生成材料热特性测试报告！

项目 参数

测试方法 热流计法

测试范围（λ 值） 0.02~0.8W/m.k

精度 ＜±5%

分辨率 0.0001W/m·k

存储空间 2000组

存储时间间隔 1~60min

测试时间 1.5小时

工作温度 环境温度 ~60℃

软件功能 上传分析数据

计量标定 用标准板自校

本仪器使用美国标准板NBS SRM 1450b玻璃纤维板进行标定，并

选用几种热阻大于0.2m2.k/w的试样与防护热板法装置对比,其偏差小于

±3%。因此，该仪器适用于科研、设计、检测单位使用。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 电子制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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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筑声学产品  

功能特点：

●     完全依据ISO140（对应GB19889）进行

      建筑隔声测试；

●     无线传输解决了线缆带来的麻烦和干扰；

●     可扩展为最多7个通道的多通道无线测试系统；

●     可同时用于现场和实验室。

系统组件： 

1. SC310实时频谱分析仪

    (1级精度  1/1+1/3+FFT)(或SC420)

(S420增加声音记录、SD卡储存、内置蓝牙功能及适用脉冲积

分法测量混响时间) 

1/3倍频程(10~20000Hz)、1/1倍频程(31.5~16000Hz)

测试范围内：23~140dB（A、C、Z计权模式）

RT混响时间测试功能：实时1/1(10~20000Hz）、1/3倍频程

（31.5~16000Hz）模式

EF环境特征测量：同时测量音调测量、脉冲测量、低频

2. CMA测试软件     

CMA软件是CESVA公司测试向导软件，可完成ISO140（GB/

T19889）中规定的隔声测试。

 3. CIS 测试软件  
CIS软件依据标准测试空气声隔声、楼板撞击声隔声、混响时间等。

能够进行1/1、1/3倍频程分析。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建筑隔声与厅堂混响时间测量01

测量功能完备  软件引导操作  蓝牙无线连接

SC310 建筑隔声/混响时间测量系统 （西班牙 CESVA）

测 量 及 F F T 分 析 , 在 1 / 3 倍 频 程

（10~20000Hz）模式下 ,计权有

（A、C、Z计权模式）

VA测量功能: 人在建筑环境中的震

动暴露剂量( ISO2631-2 )

DS测量功能: 测量人在噪声环境中

的暴露量及频率对人听觉保护的测

量(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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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P122 噪声发生系统 (AP602+BP012)
●      由AP602噪声功放和BP012全指向声源 

    组成

●      依据标准ISO140测试建筑隔声或建筑构

    件隔声 
●      依据标准ISO3382测试建筑混响时间

●      依据标准ISO354测试混响室内吸声材料

    吸声系数

BP012 无指向声源技术规格

最大输入功率 600Wrms

阻抗 6Ω

接口 4针speakon

尺寸 400mm外径

重量 14.5kg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AP602 功率放大器技术规格

输出功率 580W  6Ω

频率响应 20~20000Hz

阻尼因子 <1KHz y 8Ω >1000

信噪比 119dB

重量 4.75kg

尺寸 350x300x150mm

符合标准
IEC 60942:2003   EN 60942:2003 Class 1 Sound Calibrator

OIML R102:1992   CE 73/23/CEE、CEM 89/336/CEE

频率 1000Hz

声压级 94dB

传声器接口直径 1/2英寸

供电 9V电池

依据标准 ISO140-6和ISO140-7用来测试楼板隔声

控制模式 无线或手动

重量 仅13kg

携带方便 拉杆式携带箱

●      最大声压级达120dB,低频衰减小

●      可产生白噪声、粉红噪声、滤波状态下  

    粉红噪声（1/3 倍频程 50~5000Hz）

●      可实现无线控制

5. CB006 声级校准器

6. MI006 地板撞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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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420 噪声频谱分析仪（西班牙 CESVA）

1级声级计和频谱分析仪
●     集成1级声级计、音频记录、可扩展到

      1/3倍频程频谱分析仪包含录音，预录和

      语音注释

●     自动化参数：计时器，DEN阈值，外部

       输入： ① 自动开始/停止测量和记录

               ② 自动音频记录和预记录

●     向后擦除（BACK ERASE功能）

符合标准： 技术指标：

EC 61672-1：2002 1级声级计 测量范围 23~140dB

IEC 61260：1995/A1：2001   1级过滤器 传声器： 1/2英寸电容传声器

OIML R 58：1998 1级声级计 频率计权： A,C,Z

OIML R 88：1998 1级积分声级 时间计权： F,S,I

OIML R 130：2001 1类过滤器 频率范围： 0~20000Hz

ANSI S1.4-1983（R2006 ）/ANSI S1.4a-1985（R2006） 1级声级计 有线通讯： USB2.0

ANSI S1.43-1997（R2007） 1级积分声级 无线通讯： 蓝牙50m范围

ANSI S1.11-2004（R2009） 1类过滤器 声音录制：
WAV格式16bit 
24KHz

EN 61260：1995/A1：2001 1级过滤器 电池： 2节AA级碱性电池

EN 61672-1：2003 1级声级计

FFT 分析：
10000个频带  
频率间隔：2HzCE 认证 

符合 2014/30 / UE 和
2014/35 / UE 法规

测量参数：
测量时间 t：LXt, LXE, LXpeak, LXIt, (LXIt-LXt), (LCt-LAt), Lnt, LXFmax, LXSmax, LXImax, LXFmin, LXSmin, LXImin, LAF5t, LAF5t-LAt 

积分时间 T：LXT, LXIT, (LXIT-LXT), (LCT-LAT), LnT, LXTmax, LXTmin, LAF5T, LAF5T-LAT 

1s：LXF, LXS, LXI, LX1s*, LXpeak1s*, LXFmax1s*, LXSmax1s*, LXImax1s*, LXFmin1s*, LXSmin1s*, LXImin1s* 

125ms：LXF125ms*,LXS125ms*,LXI125ms*, LX125ms*, LXpeak125ms*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环境噪声测量02

●     内置USB和蓝牙连接

●     环境噪声监测的准备

   ① 自动开启并自动进行测量和记录日志

   ② 测量时下载

●     自由场或扩散场校准选项

●     可以使用高级测量模式进行扩展（请参阅

      可选模块）

X 表示 : A, C and Z;  n 表示 : 1%, 5%, 10%, 50%, 90%, 95% and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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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PLAY功能

> ON＆PLAY的理念已发展为直观的-即使

长时间不活动后，也能使初次使用的用户

快速启动和运行，并提供无压力的测量。

>从与设备接触的第一刻起，ON＆PLAY

就提供了简单而愉快的体验。使用ON＆

PLAY，测量从未如此简单。 

●     可移动MicroSD存储卡

> SC420测得的信息（最终结果和时间历

史记录），音频文件和语音注释保存在插

入SC420的MicroSD卡中。

> 一旦完成测量并关闭了SC420的电源，

就可以卸下MicroSD卡并将其插入计算

机。然后可以使用“内存下载”程序传输

数据-这样下载可以更快地完成。

>高达32 GB的MicroSD卡已成功测试。  

●     模块化平台

> SC420是一款以其强大的功能，多功能

性和人体工程学而著称的仪器。它具有1

级集成声级计的性能（符合IEC 61672，

ANSI S1.4和ANSI S1.43）。

>借助其模块化平台，SC420可以扩展高

级测量选项，例如1/3倍频程频谱分析，

FFT分析和混响时间测量。

主要特点：

●     自动化参数

> SC420具有完整的自动化参数系统，例

如开始和停止测量以及音频记录。当超过

DEN时区的阈值时，也可以使用自动计时

器和触发器。 

>其强大的功能和多功能性提供了无限的

组合，即使是最苛刻的用户也可以提供最

佳性能。  

●     准备进行环境监测

> SC420旨在用作自动连续噪声监视单

元。提供了一个环境监视电源选件，该选

件允许从电源故障恢复后恢复测量。 

>最佳的文件结构可实现高效的数据传输

和处理；这包括在测量和擦除已经下载的

部件的同时进行下载。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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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VA LAB
SC420声级计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测

量许多功能，并自动记录音频文件。使用

CESVA Lab软件应用程序分析所有这些功能

以及音频文件。

仪器界面：

SC101/102 积分式声级计（环境噪声测量）（西班牙 cesva）

●     具有测量协议的集成声级计；

●     首款将声级计与测量协议集成在一起的设备，可简化获取结果的过程；

●     1级（SC101）/2级（SC102/SC160）声级计；

●     提供测量步骤指导，同时进行测量；

●     同时测量所有参数；

●     3.2英寸高分辨率屏幕；

●     仅3个操作键+ 1个开/关按钮；

●     由USB供电（不包括电缆）。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应用：机动车辆，休闲和社区，工作中的风险，机械（压力），

           机械（功率）或声级计（传统）。

标  准  表
IEC 61672-1:2002 1 级声级计

OIMLR 58:1998 1 级声级计

OIMLR 88:1998 1 级积分声级

ANSI S1.4-1983(R2006) /ANSI 
SI.4a-1985(R2006)

1 级声级计

ANSI S1.43-1997(R2006) /ANSI 
SI.4a-1985(R2006)

1 级积分声级

ANSI S1.43-1997(R2006) /ANSI 
SI.4a-1985(R2006)

1 类过滤器

EN 61672-1:2003 1 级声级计

CE 认证 符合 2014/30/UE 和 2014/35/UE 法规

型  式  认  可  证 书

西班牙 16/03/2010：类型检查
06/05/2010：修订版 1  瑞士 06/07/2011：型式认可证书 葡萄牙 18/01/2011：型式认可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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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项目型号 SC-101 SC-102 SC-160

产品性质 积分声级计 积分声级计 积分声级计

精度 一级 二级 二级

测量范围 24~137dB 28~137dB 30~130dB

分辨率 0.1dB 0.1dB 0.1dB

频谱分析 无 无 可选（仅 SC-160 型）

时间计权 F , S F , S F , S

频率计权 A ,C A ,C A ,C

可拆卸式传声器 是 是 否

测量参数
LAF (max, min)  LAS (max, 
min)  LA1” LC1”  LAt  
LCt LCpeak

LAF (max, min)  LAS (max, 
min)  LA1” LC1”  LAt  
LCt LCpeak

LXY LXYmax LXFmin LXE (X=A,C,Z  Y=F,S,I) 
LXT LCT LZT LATmax LCTmax LZTmaxLATmin LCTmin LZTmin LAt LCt LZt 
LAE LCE LZE LApeak LCpeak LZpeak t, T L1, L5, L10, L50, L90, L95, L99

实物图

TA120  无线噪声测量传感器 ( 智慧城市 )

TA120传感器结合了Class 1声级计的精度，使用CESVA 

NoisePlatform云平台，也完全兼容开源的平台。

● 连续测量（24h/7d），符合IEC 61672-1的1级精度；

● IP65防尘防水：防止风、雨、鸟落和昆虫；

● 以太网通讯（RJ45），4~20mA，WIFI ，GPRS / 2G（可选）；

● 智慧城市，噪声监视网络，区域保护，实时显示等。

主要特点 :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精度和可靠性 完全融入城市景观 最高保护 与物联网平台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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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

JTSY 十二面体无指向声源

项目 参数 项目 参数

输入灵敏度 ≤1.00V 总谐波失真 ≤0.5%

输入阻抗 10kΩ 串音衰减 ≥60dB

失真限制的输出功率 8Ω600W(BTL) 信噪比 ≥94dB

频率响应 0~20000Hz 重量 3.5kg

项目 参数 项目 参数

频率范围 100~6300Hz 最大声压级 118dB

输入阻抗 6Ω 直径 420mm

最大功率 200W 重量 13kg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

JTS-022 功率放大器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建筑声学配套设备03

测量结果 等效连续声级 精度符合IEC 61672-1 1 级

频率加权 A 计权 噪声测量单量程 28~120dBA

测量功能
等效电平，可设置
积分时间1s~60min 1kHz 线性范围 35~120dBA

频率加权 A LAeqT 室外套件
防雨、防雪、防风、
防鸟落

分辨率 0.1dB 外壳防护等级 IP65

端口连接类型

USB  USB 2.0（B型）

用于数据传输的
以太网通信

 端口：RJ45
           10/100Mbps

4~20mA 模拟信号 
 CL120模块选配  
 类型：模拟信号

GPRS/2G/WCDMA通信  MR120模块选配

Wi-Fi通信  WF120模块选配

传输协议

协议  HTTP，HTTPS（安全连接）；静态或动态（DHCP）；Sentilo JSON，Ultralight 2.0格式

供电  100/240V，0.6A，50/60Hz AC；BA120电池充电功耗18W；由12V外部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PS120供电（需要BA120电池）

功耗  1W  BA120电池充电功耗：1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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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参数

打击频率 每个锤每秒打击2次

锤重 500±10g

打击力 40mm的自由落体

控制方式 无线遥控

材质 金属

供电 220V 50Hz AC

JTDJ 地板撞击器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

JTZB  驻波管吸声系数测试系统

功能特点：
●     用于吸声材料吸声系数测试；

●     符合《ISO10534-1:1996》及《GB/T18696.1-2004第1部分：驻波比法》；

●     操作简单、自动量程转换、稳定性好、动态范围宽。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项目 参数

功率放大器           额定功率100W

声源（管内） 高灵敏度扬声器，阻抗8Ω，频率范围0~8000Hz

传声器 1/2 英寸电容传声器

频谱分析仪 内置测量放大（0.2~20KHz，频响 ≤±0.2dB）；1/3 倍频程滤波器

驻波管 低频管（200~2000Hz）；中频管（2500~4000Hz）；高频管（5000~6300Hz）

测试范围 200~6300Hz

设备总长 3700mm

材料吸声系数测量04

随设备赠送吸声材料样件：

适合中、高、低频管三种试件。



30     PAGE

2020  建通物理产品分册

ht tp : / /www.bj j t tec.com

三、建筑光学产品  

JT—IIA 全纬度日照日影模拟观察仪（三参数日照仪）

三参数日照仪依据地球、太阳的相对关

系原理设计而成。JT-IIA 型日照仪可用来绘制

棒影图，并可通过模型直接观察出某时某地的

建筑物的阴影变化情况，室内的日照时间、日

照面积和遮阳板的遮蔽情况，也可用来观察建

筑物朝向与间距的关系。

用途：主要用来教学科研，作棒影图或

直接观察研究模型的采光实验，可结合数字影

像技术进行实测研究。

技术参数：
重量：20kg

尺寸：600x400x800mm

面板直径：600mm

模拟纬度范围：全纬度（-90°~+90°）

材料：钢材及铝合金

颜色：黑色

平行光源参数：
平行性：6米射程光圈直径<1.2m

光    源：冷光源

波    动：<5Lux

电    源：220V 50Hz AC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建筑日照实验01

功能特点：
●   JT-IIA 型日照仪可用来绘制棒影图；

● 可通过模型直接观察出某时某地的建筑物 

的阴影变化情况；

● 可观察室内的日照时间；

● 可观察日照面积和遮阳板的遮蔽情况；

● 可用来观察建筑物朝向与间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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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G01 照度计

JTG01照度计采用高精度V(λ)传感器，

大屏幕LCD显示，具有高抗干扰能力和高转

换精度特点，无零点漂移。主机可自动存储数

据，任意设置存储时间间隔，配套软件可实时

在线存储数据，具有数据传输功能，可自动生

成数据图形曲线。

JTG01照度计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是照

明现场测试的理想选择。

处理软件：
配套JTSOFT-Meter可以实时显示当前照

度测试值，也可以联机保存数据，同时可以观

察动态实时曲线，下载仪器中存储的数据并可

将数据转换为excel格式。

技术参数：

项目 参数

动态范围： 0.1~100,000Lux

量程自动切换    

方向性响应误差： 优于4% 

测量精度： 优于±4%

最小分辨率： 0.01Lux　　　      

工作温度 : -20~50℃ 

温度系数： -0.1%/℃         

通讯： miniUSB

存储空间： 8000组

存储间隔： 1~255min

供电电源： 三节AA电池或USB供电

主要特点：
●     数据自动存储功能；

●     大屏幕显示；

●     量程自动切换；

●     主机可自动休眠，节电；

●     带电量指示功能；

●     系统无零点漂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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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为全自动日照模式系统，可模拟

中国所有地区、所有时间太阳的运动轨迹情况。

通过软件自动计算太阳方位角及高度角并自动

控制电机动作。同时，该系统可选配多通道照

度测试系统，用于建筑模型采光测试及研究。

功能参数：

JTG-S4  智能日照模拟系统（智能人工天穹一期）

功能特点：
●     可用于建筑模型的采光实验、日照模拟；

●     模拟太阳实时轨迹，通过计算机软件控制，

      实现太阳高度角及方位角的自动计算和自

      动执行定位，实现太阳实时模拟；

●     模块化设计，可拆迁和另行安装而不破坏

      主体结构；

●     智能调控，可用电脑软件输入任意地址（纬

      度）、日期、时间，软件实现太阳高度角

      和方位角的自动计算和控制；

●     工作台 360°旋转，可锁定，用于模拟被

      测模型的朝向角度；

●     如配置照度测试系统，可测试建筑模型的

      采光系数，软件自动计算采光系数及系数   

      分布曲线。 

人工天穹采光实验与科研02

系统组成：
该系统主要包括五个主要部分： 

结构部分：采用可拆卸独立单元组装形

式，实现大直径大跨度的安装，方便设备重新

拆装。桁架钢构框架，美观安全。

操作平台：平台采用特制托轮结构，可

360°旋转，平台表面有参考刻度及方位标示，

用于指示及参考模型或被测物的朝向角度，自

带锁紧装置，可任意角度锁定。

太阳模拟光源：采用特制大口径凹面反

射镜，平行性好、照射面积大，光源柔和均匀。

控制部分：内置精确的高度角及方位角

驱动链条的移动导轨，可实现全方位的移动。

控制软件：本软件自带数据库，只需输

入地名和时间等，即可自动计算某时某地的太

阳高度角和方位角并驱动电机控制模拟太阳精

确定位；同时，如配置我公司的照度测试系统

及我公司自行开发的用于智能日照模拟及人工

天穹的通用软件，可自动计算采光曲线和采光

系数及照度分布情况等。

项目 参数

模拟导轨半径 2700mm

灯轨中心半径 2300mm

结构总体高度 3300mm

结构最大宽度 6500mm

操作平台高度 600mm

操作平台直径 1200mm

平台旋转角度 360°（可任意角度锁定）

总体重量 <10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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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G-S3 智能人工模拟天穹系统  （北京市科委扶持项目产品，直径5米）

系统简介：
JTG-S3智能人工天穹，是建筑设计中采

光实验的重要设备。利用矩阵可控LED光源，

实现CIE标准全云天的亮度模拟。

功能：
●     模拟CIE全云天天空，可用于建筑模型的

 采光实验，采光系数的测试。 
●     模拟太阳实时轨迹，通过计算机软件控制，

 输入任意地址（维度）、日期、时间，实 

 现太阳高度角及方位角自动定位，实现了 

 太阳实时模拟。

●     经纬式结构设计，保证结构稳定性和光源 

 布置的均匀性。

●     可调亮度及色温LED灯组。

●     可测试建筑模型的采光系数，软件自动计 

 算采光系数及系数分布曲线。

>同时模拟CIE天空及太阳位置；

> 500个全LED背景光源；

> 光源色温，亮度连续可调；

> 高清视频实时观察模型内部；

> 经纬结构设计，光源均匀。

5
◄ 同时模拟 CIE 标准天空及太阳位置

特点

产品特点：

操作台最大照度较上一代产品大幅提高◄ 实验模型内部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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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调节亮度和色温，每个光源都可以控制

500个可调光LED扩散灯组较上一代光源数量

增加1倍

系统软件：
采光曲线

软件可根据采集的照度数据进行采光曲线分析，在采光曲线界面显示曲线。

测试设备：
天穹系统配置有多通道照度测试设备，可满足采光实验的需求。传感器采用无线模块，避

免现场布线引起的实验不便。彩色触控屏操作简单方便，U盘存储数据更方便存储读取数据。

背景光环境控制

灯光控制界面用于对天穹背景光源的亮度和色温进行控制，以模拟不同的天空光环境进行

实验，系统默认提供4种标准的CIE天空模型，和自定义光环境调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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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项       目 参数

天空模型 CIE标准天空，自定义设置天空

穹体结构 最大直径：5000mm；总体高度：3300mm

背景光源 数量500±10个LED形式光源；经纬方式均匀布局

平台高度 600mm；可360°旋转；任意角度可锁定

照度探头 直径30mm，高度23mm；照度精度小于4%；照度范围0~10000Lux

照度采集 8通道；无线通信；直连现场测控软件；也可独立作为便携照度记录仪使用；内置蓄电池；续航时间大于6小时

平台照度 操作平台照度值大于等于6000Lux；照度波动<1%

测控软件 精确设置经纬度；0.01°分辨率；同时自动选择城市；可至县级行政区

总体功率 <6000W

总体重量 <3000kg (含JTG-S4智能日照模拟系统)

建筑模型 三种形式的采光顶；扩散玻璃、透明玻璃、带遮阳形式

色温调节 连续可调

亮度调节 按组自由调节

配套软件 可用于数据下载，分析，计算，设备控制

场地要求 面积不小于8000X8000mm ；高度不小于3700mm

通道可以任意扩展
探头可以取下，延长线可以定制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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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参数

动态范围 0.1~100,000cd/m2

相对示值误差 不超过±5%

分辨率 0.001cd/m2

重复性 0.001cd/m2

光学系统测量视场 7度，测量距离0.3m以上；

工作温度 0~50℃

温度系数 -0.1%/℃  数字V(λ)传感器光谱响应达国家一级标准；

刷新频率 3次/s(≥1cd/m2)；1次/2s(<1cd/m2)

供电电源 9V电池

显示 3-1/2位LCD显示 RS232接口，可用于计算机远程监控，

具有保持功能

主机尺寸 135X72X33mm

JTG-S3智能人工模拟天穹是我公司自主

知识产权产品，具有专利保护，任何组织和个

人仿制，仿造，或使用其相关的图片，影像等

作为商业活动的均属违法行为，我公司将通过

法律手段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害。

专利证书

用户案例（见第四部分应用案例）

获取更多详细资料请联系我公司

E-mail：info@bjjttec.com

XYL-III 亮度计

第一部分 建筑物理实验室仪器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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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点：

鼓风门技术规格：

数字压力/流量计Pressure and Flow Gauge 

●     符合GB34010、E779、ISO 9972、EN13829等建筑气密性测试标准；

●     DG1000高精压力流量计同步显示建筑压力和风机流量；

●     触控操作、WIFI直连PC，自动测试；

●     轻便耐用的活动门框及气密门布，适应常见规格的建筑开口；

●     风机动力强大，采用精准的固态电子控制器，风量控制精准；

●     标配TECTITE及TECLOG软件可连接PC机进行自动测试、查看

      及处理数据并根据内置标准，生成气密性报告。

   可多风机便捷组合，对大体量建筑物进行快速测试      

DG1000型数字压力/流量表

功能特点：
●     全彩色触控屏幕，内置专用操作软件；

●     内置 WiFi 模块实现主机与上位机的无线连接，也支持多台设备连接；

●     丰富的接口提供：RS232、USB、以太网接口；

●     更大的测量范围和更高的精度。

单风扇系统                双风扇系统                三风扇系统

项目 参数

流量范围 18~10700 m³/h（配套 A、B、C、D、E 流量环）

电源 220V 50Hz AC

功耗 240W

流量精度
A&B &C环 ±3%

D&E环 ±4%或1CFM

风扇规格 直径：610mm，重量：15kg

活动门框调节范围 宽：710~1010mm，高：1320~2440mm

活动门框重量 7kg

   多风机系统风量、功耗等参数按风机数量进行累加      

鼓风门法建筑气密性测试系统（DG1000 型主机）

一、建筑整体气密性测试系统（Minneapolis Blower door）

Model3 型风机系列

DG1000 显示界面              

第二部分  建筑节能&建筑环境监测仪器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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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1000压力表技术规格： 

项目 参数

符合标准 ASTM、E779-03、E1554-0、CGSB-149.10-M86、EN 13829、ATTMA Technical Standard 1 NFPA 2001、RESNET、US ACE

测量范围 -2500~+2500Pa 

显示分辨率 0.1Pa(0~999.9Pa) ， 1 Pa(1000Pa以上时)

精度 ±0.9%或0.12pa取测试大值

自动归零 每10秒

压差显示 两个单独的差压通道显示

单位 Channel A  Pa/Channel B  Pa, CFM

平均 1s，5s，10s，或长期平均

液晶显示 3.75x2.125英寸彩色触控屏

电池 内置锂电池

电池使用时间 连续测试15小时

重量 约145g

尺寸 178x107x36mm

输出 WiFi、USB、Ethernet

巡检控制功能 自动控制风机转速

软件：

TECTITE Express（WIFI）的功能（适用于单风扇系统及结果分析）
●     为Minneapolis Blowerdoor系统专用软件；

●     辅助测试测试功能可根据设定压力对风机进行实时控制、实现流量  

和压力自动测量；

●     计算和显示建筑物气密性测试结果，包括q50、n50、每小时换气量、

 泄漏曲线等；

●     可以在同一测试文件中组合加压和减压测试；

●      选择多种气密性测试标准：GB 34010、ASTM E779-10、CGSB 

 149.10-M86、EN13829、ISO 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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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LOG4 （适用于多风扇系统）
●     TECLOG4可用来监测和存储多达16台

 设备的数据（DG1000），并能独立控

 制每个风机；

●     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连接DG1000主机；

●      TECLOG4 可以查看及跟踪建筑物实时压 

 力和风机流量；

●      用户可对气密性试验结果进行快速选择， 

 使用内置计算功能查看和生成报告；

●      在气密性测试结果选项中增加了100、 

 200和300Pa的报告压力；

●      改进的图形缩放比例和流量分辨率，

       适用于测量时气流变化微小的情形。

移动端 APP   

TEC Gauge（通过Google play商店及

Apple Store下载）

TEC Gauge是TEC的免费移动应用程

序，可无线控制和显示DG1000，DG700和

DG500压力和流量表。TEC Gauge的捕获功

能使您可以存储和共享仪表的读数。此应用

程序通过WiFi网络连接到压力表（DG700和

DG500压力表需要TEC WiFi Link）。此应用

可用于iOS和Android移动设备。此应用可用

于iOS和Android移动设备。

TEC Auto Test（通过Google play商店及

Apple Store下载）

TEC Auto Test是用于移动设备的自动

化建筑和管道系统气密性测试应用程序。

TEC Auto Test应用程序允许用户无线连接

DG1000，以对建筑物或管道系统进行自动气

密性测试。

DG1000单风扇系统

适用于小型建筑或单个房间气密性测

试，可通过选配件转换为双风机或三风机使

用（选配门框及密封布等）。

DG1000双风扇系统/三风扇系统（可扩展多

风扇）

适用于中大型建筑气密性测试。

可通过购买部分配件作为单风扇系统使

用（选配门框、密封布等）。

配置选择

测试场景

50

1000

TECLO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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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评价系统

● 依据《可再生能源建筑能效测评导则》及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对 

 以下重要项目进行检测：

●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检测：包括太阳能热水 

专业的远程平台软件，实现数据远程在线

监测和行业标准计算处理，直接生成测评结果

并能生成测评报告。可实现多站点的同步进行。

热量测量单元 直流电能测试单元

系统测试主机交流电能测试单元

二、可再生能源应用监测

 系统、供热采暖系统、供热制冷系统；

● 太阳能光伏系统：光伏电源系统光电转换 

 效率测试；

● 地源热泵系统：热泵机组制热 / 制冷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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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零能耗建筑测评平台是对建筑是否已

达到近零能耗标准的综合测试平台，通过现场

同步测试设备及远程云平台，实现数据同步远

传，并能输入相关参数，进行综合评估，给出

测评结果及测评报告。

依据标准：GB/T51350《近零能耗建筑

技术标准》、GB50189-2015《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JGJ26-2010《严寒和寒冷地

近零能耗建筑测评平台

定制化监测方案说明

01

测试参数及测试设备：

传热系数及热桥 JT2210 温度热流测试仪 室外气象参数 JTR13便携气象站

建筑整体气密性 美国TEC鼓风门 设备效率 JT2020多功能测试仪

热舒适性 JT-IAQ-50舒适度测试仪
能耗数据 电量监测照度监测等便携设备可再生能源贡献量（主要指光伏发电量）

声环境舒适度   

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2016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75-2012《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等。

第三部分 可定制化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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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房建筑监测，主要针对被动房关键指标进行监测，有现成测试、在线监测等

项目。目前尚无国家评价标准，本方案为非标定制方案，可供不同用户需求进行监测

与展示用。本方案可实现现场测试展示和远程测试展示，可满足样板间监测、单体建

筑监测、建筑群监测等。

测试内容及设备：

1. 气密性测试

被动房要求新建被动式建筑换气次数小于0.6次/小时，既有改造被动式建筑1次/

小时，整体气密性采用建通科技总代理的美国The Energy Conservatory（以下简称

TEC）系列鼓风门设备进行测试。

2. 热损耗

被动房热损耗监测，利用无线单点测试模块组建测试网，实现围护结构的传热及

损耗测试计算。

3. 综合环境

被动式综合室内外环境监测，可进行气象、大气环境、室内环境与空气质量的监测，

利用无线通信技术灵活组网，形成在线专业监测系统。

被动房建筑测评02

建通测控云

监测点Ⅰ         

PC 机

APP 服务器

大屏展示

监测点Ⅱ      监测点 III远程异地展示显示

4G 4G 4G 4G

第三部分 可定制化监测系统



BUILDING PHYSICS SECTION

 PAGE      43

第三部分 可定制化监测系统

本方案是针对缩尺模型建筑实验舱开发

的专业测试的系统。实验舱是目前常见的一种

专业实验室，承担不同的科研方向和教学内容。

监测设备及传感器一般需与实验舱建设时同步

进行布置，如内埋温度热流传感器。

实验舱依据用户的科研项目，主要有以下几个

方面：

●     研究光伏幕墙对建筑的影响实验舱

●     研究室内空气质量及舒适度的实验舱

●     研究可再生能用利用实验舱

●     研究建筑保温材料实验舱

●     研究透光构件实验舱

建通科技为所有用户提供远程数据支持平台，实现监测数据的远程共享，方便在线远程监测。同时依据用户的专业需求，可定制开发各种专

业算法及数据处理，并可开发建立私有平台。

建筑实验舱监测03

依据不同实验舱的不同需求，建通科技

提供专业的技术咨询和方案设计，可满足不同

用户的专业测试。从监测设备、布点设计、平

台开发、数据算法等，全方位提供完整的监测

方案。可测项目有热工、噪声、光照、空气质

量、气象环境、能源利用、视频监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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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是对高性能门窗隔声性能、隔热

性能、隔辐射热性能、气密性等性能的综合对

比体验展示。可用于教学实验、展示演示、科

研实验等。

主要内容包括：实验舱（围护结构为专

业隔声隔热设计的结构舱室，或既有建筑装修

装饰）、实验门窗、体验监测设备等组成。 

系统特点：
●    面积占用小：大约需要6000X1600mm；

●    操作简单：彩色触控屏，测试与控制一体；

●   结果直观 : 对比测试结果在操作主机界面同   

                      时显示；

●    个性定制 : 操作界面可按需求任意定制。

系统主要功能：
●    隔声性能展示：通过隔声间内外噪声采集

     对比，用实测数据展示门窗的隔声效果；

●    隔热性能展示：内置加热器，通过隔热窗

     内外温度、热流采集对比隔热效果；

●    隔辐射热性能展示：内置太阳辐射模拟灯，

     通过实测窗户内外太阳辐射值对比隔辐射

     热效果；

●    气密性能展示：通过对比通过新型门窗前

     和通过后的新风PM2.5值来展示门窗的密 

     封性能。

气密性触控屏

隔辐射热展示触控屏

隔声展示触控屏

隔热展示触控屏

第三部分 可定制化监测系统

建筑构件隔声隔热性能体验监测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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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通科技推出的综合室内外环境监测系

统，利用建通自主开发的专业室内外监测设备，

及自主专业环境监测平台，可提供全面的网格

化环境监测，可为社区环境、城市环境等进行

专业监测和分析。

可供选择测试参数有：
●     气象环境：风速、风向、温度、湿度、气压、太阳辐射、雨量等

●     大气环境：PM2.5、PM10、SO2、NO2、CO、O3、TVOC、噪声等

●     室内环境：PM2.5、PM10、CO2、CO、甲醛、TVOC、H2S、NH3 噪声、照度等

室内外空气质量与环境监测系统05

●     室外空气质量网格化监测：PM2.5、PM10、SO2、NO2、CO、O3、TVOC、噪声、风速、

      风向、温湿度、气压等。

●     室外综合环境与空气质量监测：气象站、广告机、空气盒、景观式空气质量监测设备等。

专业的监测平台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管理能力：可实现实时数据、历史数据、统计分析、污

染报警、污染追溯、报表输出等功能。

建通科技积淀近20年的环境监测技术和产品，可提供专业的气象环境、空气污染、室内物理环境、室内空气质量等设备。

数据查询             数据分析             设备管理               系统管理             数据修约               实时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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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目的主要有：

●     污染监测  进行污染预警输出，以便调整室外活动安排。

●     气象监测  进行自然条件预警，如大风、大雨等，提示出行和室外活动安全。

●     噪声监测  对周边整体噪声的监测分析，合理安排教学活动和控制噪声源头。

●     室内环境监测  室内噪声、室内光照、室内抓拍等。主要监测教室、实验室等物理环境和安全，

 物理环境可监测照度、噪声，为创造优良的教学工作环境提供依据，同时安

 全监测保证实验室等重要场所的安全，如水浸、烟感、入侵抓拍等。

●     室内空气质量  主要针对教室、办公室室内空气污染源监测，为学生创造健康舒适的环境提

 供参考。有PM2.5、PM10、CO2、甲醛、TVOC、CO等。

智慧校园环境监测平台（基础版）06

校园环境监测，主要是针对中小学、高

校等人员相对集中的校园整体监测方案。主要

监测气象、大气质量、噪声、室内空气质量与

室内环境等。

校园环境监测，可独立运行，也可作为智慧校园的子平台和已有的第三方平台智慧校园平台对

接，提供数据API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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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应用案例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物理实验室
建筑物理实验室主要分为五个方面，分

别是建筑热环境设备、建筑光环境设备、建筑

空气质量检测设备、建筑声环境设备以及建筑

人体工程实验设备，以分别满足建筑热工、光

学、空气质量、声学与人体工程学实验，共计

20余项实验。

广东工业大学——建筑物理实验室
建筑物理实验室现有面积217平方米，主

要有太阳辐射检测系统、室内空气质量检测仪

和三参数日照仪等总共约60台套设备。主要

承担《建筑物理》和《城市环境物理实验》等

课程的实验教学和实践教学环节的任务，具备

较完善的实验能力。

人工天穹项目案例：

北京建筑大学

深圳万科集团 

惠州学院

宁波工程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

湖北工程学院（一期）

尼日利亚大学 佛山科技学院

( 排名不分前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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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物理实验室
建筑学院建筑物理实验室2014年5月建

成，总面积160平方米，满足建筑学专业本科

教学的实验需求：建筑热工实验室：主要实验

为建筑结构温度、室内热环境(热舒适度)测定;

建筑声学实验室：目前主要实验为混响时间测

量、环境噪声测量 建筑光学实验室：目前主

要实验为采光实验、建筑日照实验、照明光通

量测定等。

第四部分 应用案例

河北奥润顺达窗业——高性能窗

体验 数据监测
使用舒适度测试系统，围护结构热工性

能测试模块，现场大屏幕显示等组成的室内环

境与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测试系统，使在体验室

的体验人员能够直观的观测到高性能窗保温隔

热性能，并通过舒适度测试系统量化室内环境

的舒适程度，非常适用于建筑构件性能展示与

性能研究。

吉林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物理

实验室
建筑学院建筑物理实验室共有三个分实

验室，包括建筑物理声学实验室、建筑物理热

工学实验室、建筑物理光学实验室，目前承揽

本科生4门实验课程，三个实验室可分别进行

26项实验。因空间紧张，目前声学实验室与

光学实验室公用一室，使用面积也可达到137

平方米。

湖北工程学院——建筑物理实验室
湖北工程学院建筑物理实验室，服务于建

筑学系，城乡规划系 景观学系三个教学机构，

及建筑环境研究所，村镇发展与规划研究所两

个研究机构，实验设备包括建筑声环境，光环

境，建筑热环境及空气质量等检测设备和系统，

满足本科阶段教学，研究生课题研究等教学用

途，同时兼顾科研的测试需求。

大连民族学院 / 天津商业大学——

建筑节能综合实验平台
该平台针对建筑暖通空调与建筑节能的

数据研究而设计，在有限的实验室空间集成了

多种建筑设备与建筑能源监测仪器，包括室内

温度场，气流场，风机盘管监测，室内舒适度

研究等多项建筑综合实验。

南京工业大学——可再生能源应

用实验平台
该系统集成了太阳能热利用，太阳能光

伏利用，地热利用等可再生能源的建筑应用监

测，同时布置了建筑室内外环境的监测设备，

能够系统化的对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能效进行

测评，并能够对可再生能源运行过程中的建筑

环境进行系统化的监测，直观而清晰的数据展

示，对于研究与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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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建筑学院下设建筑学系、城乡规划学

系、风景园林学系，拥有1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建筑设计及其理论）和5个陕西省重点学

科，其建筑物理实验室是国内较早设立并投入

大量建筑物理实验仪器的高校之一，实验配置

我公司热工类仪器，光学仪器，声学仪器等全

门类实验仪器，并在科研类课题与项目中订制

非标准化测量系统。

第四部分 应用案例

山东建筑大学
学院现拥有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山东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绿色建筑协

同创新中心、智慧城市协同创新中心获批为省

级协同创新中心，下设建筑研究所，节能建筑

研究所等机构，实验室配置有先进的教学及科

研仪器。

长安大学
建筑物理实验室是长安大学建筑学院建

筑学、城市规划以及艺术设计专业本科生和研

究生基础实验教学和技术创新基地，也是开展

绿色、生态、低碳建筑技术研究的的实验平台。

建筑物理实验室建于1983年，包括建筑

热工室、建筑声学室、建筑光学室。主要面向

本科生开设建筑物理实验课程，开展建筑热工

实验、建筑光学、噪声测量、室内混响、建筑

节能、绿色建筑等实验课程。

太原学院
建筑工程系创办于建校初期，经过20多

年的建设和发展，现有土木工程、建筑学、

道路与桥梁工程技术，三个专业，2019年建

筑物理实验室完成了建设，配置了包括建筑热

工，建筑声学，建筑光学，环境测量等一系列

仪器与设备，满足教学的同时也应用与课题项

目与科研。

东南大学
东南大学的建筑教育起始于1927年，是

中国大学建筑教育中最早的一例，也是中国最

重要的建筑类科学研究基地和建筑教育的引领

者之一。其学科建设自其开端就融合了国际先

进且多元的建筑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经过

90余年的探索与发展，形成了“技艺并重、

格物求善”的学术特色和“严谨、博雅、求

实、创新”的学院文化。东南大学也是与我公

司合作最早的高校之一，实验仪器涵盖了热工

学，建筑声学，建筑光学，空气质量等设备。

天津大学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办学历史可上溯至

1937年创建的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至今已

有70余年的历史。其建筑光学的研究再国内

首屈一指，建筑学院下辖建筑学系、城乡规划

系、风景园林系、环境艺术系，及建筑历史与

理论研究所和建筑技术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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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应用案例

山东汉峪海风——被动房环境数

据在线监测
汉峪·海风项目为被动式住宅建筑，我公司为

其设计的样板房建筑室内外环境监测系统，

监测数据包括室外气象环境，室内舒适度，

室内空气质量（温湿度，CO2，TVOC, 甲醛，

CO,PM2.5 等室内环境参数），所有数据通过

建通测控软件集中显示在现场放置的大屏幕

显示器（电视机），方便让参观人员实地体验。

金风科技——室内空气质量监测

与显示
金风科技新建的研发大楼在每层均布置了

AirBox空气质量监测仪，并同时在每层配置

实时显示的大屏幕，室外布置一个在线连续

PM2.5监测仪，在室内的大屏幕上可以同时显

示室外PM2.5及室内空气质量（包含PM2.5甲

醛，CO2等）多种参数，该系统采用“建通测

控本地云”不需要使用任何其他网络即可实现

所有设备组网监测并显示。

天津城建大学——室外空气质量

监测与显示
天津城建大学配置的室外空气质量监测单元，

包含了温湿度，风速，风向，噪声，PM2.5，

CO2 等多种参数，该设备放置于校园草坪内，

双面显示器，循环显示各测量参数，并可将测

量数据无线发送至建通测控云，该设备适用于

公园，景区，小区等场所或区域。

湖北建筑科学研究院——可再生

能源应用监测
该系统包含光热利用，光伏利用，地源热泵等

监测硬件设备和基于web的系统数据管理计算

平台，可远程监测和随时计算测量结果。平台

系统由设计应用平台和网络服务平台两部分组

成。主要功能有用于对标准的可再生能源建筑

应用示范项目，依据国家标准进行能效测评；

及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提供自定义项目的解

决方案。

新疆幸福堡被动房——建筑气密

性检测
乌鲁木齐市首座被动式建筑“幸福堡”是一栋

地下两层、地上六层的单体楼，是乌鲁木齐市

建委与德国海德堡能源研究所联合开展的被动

式建筑试点工程。在现场，Wu Daifu采用TEC 

DG700建筑气密性测试系统对房屋的气密性

进行了测试。

中德生态园——大体量建筑的气

密性测试
青岛中德生态园位于山东半岛胶州湾西海

岸，胶州湾高速公路南侧、小珠山风景区西

侧、牧马山生态通道北侧。距青岛流亭国际

空港30公里，距青岛市行政商务中心40公

里，通过胶州湾海底隧道或跨海大桥可直达

青岛市中心。

TEC---DG700

西北首座被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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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一方——大体量建筑的气密性测试

中国首家被动房——秦皇岛 " 在水一方 "
被动式低能耗建筑气密性测试通常为两次，第一次是竣工后，进行初次测试，排查漏点；第二

次是在精装修以后，进一步查勘装修对气密层造成的破坏，并及时补救。

四、检测单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物理所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检测中心 成都 ( 国家 )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内蒙古赤峰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检测中心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节能检测中心

山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检测中心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检测中心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住宅实验室检测中心

山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检测中心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检测中心 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检测中心

宁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院检测中心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检测中心 南京工业大学建筑节能检测中心       ……………

三、厂矿企业

大庆油田 首钢集团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 镇江立达纤维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三星重工业（荣城）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 北车集团 保定汽车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台湾侨福集团 武汉升源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卧龙电气集团 台湾雷能音響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万联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香港格蘭柏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新风机实业有限公司 欧瑞康纺织技术（北京）公司 ……………

二、科研院所、政府部门

中国科学院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中国公路科学研究院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材科学研究院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西南建筑设计研究院

山西节能节能监察中心 山东节能节能监察中心 西藏节能节能监察中心 福建省节能监察中心

湖南节能节能监察中心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 深圳万科住宅研究所 …………… 

一、高等院校
清华大学 厦门大学 南京大学 天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浙江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东南大学 武汉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山东大学 湖南大学 吉林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重庆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

第四部分 应用案例

建通科技 JT TECHNOLOGY 部分用户列表USER
 LIST OF PARTIAL USERS

TEC DG1000 多风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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