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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测试仪J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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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接入类型自动智能识别，接口共用。本仪器还增加了蓝牙无

线通信功能，可扩展多达20个以上的无线传感器同时接入。

         同时，JT2020多功能测试仪，具备相关行业的算法，实现相关专业指标的测试，如在职业卫生领域高温作

业（work in hot environment）环境中的WBGT热指数；暖通行业的IAQ测试、风量测试等，仪器配置相应的传

感器即可完成专业测试。

         本多功能测试仪配置有PC端上位软件，针对行业标准及相关规范，有更丰富更强的计算分析能力，给出专

业的评价结果。如职业卫生WBGT检测的相关评价标准和结果处理等，也可下载历史数据进行分析计算。

简介简介

在工业生产或科研实验中，常需要同时测试很多的物理参数：如温度、

湿度、风速、照度、CO2、CO、辐射热、太阳辐射、热流等。如其中的

温度又有低温、常温、高温等不同测试范围，也有不同精度需求，被测

试介质也有气体、流体、固体等，所以会用到多种不同类型的温度传感

器。同时依据应用需求不同，需要用到多种测温原理的温度传感器，如

半导体、热电阻、热电偶等；而不同的环境和应用场景对传感器的封装

形式要求也不同，如表贴式、浸入式、插入式、铠装等。基于以上不同

的需求，对于用户来说，传统的单一功能仪表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一种

可同时接入多种传感器的多功能仪表，来满足不同的测试需求。

可同时连接7个传感器并同时进行测量

建通仪器

可同时连接7个探头并进行测量：

热电偶（可同时连接2个探头）+

辐射热/太阳辐射/热流（可同时连接任意两种）+

空气温湿度/浸入式温度/插入式温湿度/黑球温度/微风速/湿球温

度（可同时连接任意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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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台功能强大的温度测量设备使用
可接入绝大多数的第三方热电偶探头

用于食品加工车间的温度测量

       食品从生产加工，运输，存储，均
对温度有着很高的要求和限定，每个
过程需精确测量温度，范围从-5 0
℃~300℃，不同的环节对应不同的温
度要求。
       现在只需要一台JT2020可以同时配
置不同种类的热电偶探头即可解决所
有过程的温度测量，按照需要的温度
选择相适宜的热电偶探头，

带有尖端的K型热电偶探头
可插入软质固体
测量范围：-40—800℃

无尖端的K型热电偶探头
可浸入液体
测量范围：-40—800℃

用于实验室的实验过程温度测量

         一些燃烧试验，高温
实验，工业制造模拟过程
等，要对整个实验过程进
行精确的温度统计与测量
，并需要更宽的温度测量
范围和响应速度，可以选
择响应快速灵敏的热电偶
探头进行精确测量。

兼容大多数成熟的热电偶

丰富的第三方热电偶
探头可选，实现全范
围的温度测量

冶金，陶瓷生产过程温度测量

      冶金，钢铁加工，陶瓷生产都在
极高的温度下进行，并对温度有着苛
刻的要求，控制温度对产品质量产生
重要影响。

用于锅炉及供热管道的温度测量

       充分考虑室内舒适性
和节能是供热系统的重要
工作内容，该过程涉及管
道内水温，燃烧效率，室
内温度等，需要浸入式热
电偶，空气温湿度，高温
热电偶等传感器，JT2020
一台设备即可全部实现。温度测量应用

推荐

建通仪器标准热电偶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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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式温湿度测量探头
探头带有尖端，可以插入粉末、颗粒、软质固体
等内部进行湿度测量。
测量范围：10—95%RH；-20-120°C
湿度精度：±3%
引线长度：拉直1.5米螺旋线

环
境
温
湿
度
测
量

手持式环境温湿度测量探头
探头带有手柄，用于测量环境空气温湿度
测量范围：10~95%RH、-20-120°C
湿度精度：±3%

直杆式环境温湿度测量探头

直连式探头，无连接线缆，用于测量环境空气温湿度
测量范围：10~95%RH、-20-120°C
湿度精度：±3%

新能源与节能测量应用

通过接入建通仪器制造的太阳总辐射表，可以测
量太阳总辐射强度，广泛用于光伏，光热设备生
产厂商及能源管理企业，JT2020内置的锂电池可
以保证超过至少1星期的连续测量，适用于现场检
测，评价，维护等，提供精确的测量数据。

太阳总辐射强度测量

使用温度范围：-180~980℃
测量范围：0~±3.14MW/m2

适用于工业节能

使用温度范围：0~60℃
测量范围：0~2000 W/m2

适用于建筑热流测量

使用温度范围：-50~150℃
测量范围:-50kw/㎡~150kw/㎡ 
适用于精密热流测量

配置不同的热流传感器，可用于
对建筑热流测量，工业高温热流
测量，以及精密设备的表面热流
测量，适配多种热流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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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与安全测量

配置专门用于职业卫生测量的传感器套件对高温工作场所热环境进行WBGT测量

配置黑球温度传感器，湿球温度传感器，干
球温度传感器可对高温工作场所的WBGT进
行现场测量。

WBGT热指数

湿球黑球温度（WBGT）指数测量

配置建通仪器生产的辐射热传感器可对高温辐射热流进行精确测量

辐射热测量

当现场有固定热源，存在持续发散热量时，长时间处于过大的热辐射环境中，对人体会造成危害，应
当对其热辐射进行实时的监测，以确保工作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根据出厂时传感器外
壳上标注的灵敏度，
输入JT2020设备对应
的系数中，



JT2020内置了舒适度测量程序，当设备连接舒适度测量所必须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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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内置的计算程序，可以对室内舒适度进行精确的计算，（需配备黑球温度

传感器，相对湿度传感器，微风速传感器）

PMV  PPD  的计算

JANTY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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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通空调及室内环境测量

室内舒适度测量

同时测量并记录的参数包括：空气温度，相对湿度，
黑球温度，微风速。

PMV/PPD测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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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数据管理

分层数据管理，可通过触控屏幕对记录在SD卡中的数据进行管理

触屏操作能单独删除文件，不能删除整个文件夹，按键操作可以删

除文件，也可以删除文件夹。数据每月保存一个文件夹，以年月方

式命名，文件名以年月日方式命名。

常规测量

“常规测试”模式为基本测试功能，可接入所有建通科技生产的

各种类型传感器。测试时显示传感器的实时值及测试曲线，不会

进行任何指标计算。

测量曲线

仪器可以将每一种测量结果的历史时间曲线显示在主界面，通过

选择不同的测量结果，显示其历史时间曲线。用
户
友
好
的
操
作
界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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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

JT2020

JT2020

建通仪器



测量数据可修正

JT2020可以对2个热电偶通道，2个模拟量输入通道（热流，热辐射，太阳辐射等）进行修正系数的设

置，可修正偏差值。输入的修正系数将被保存在主机，后续采集各通道对应传感器将自动将误差值计

入测试值，这对于进行仪器计量和用户自校准提供便利。

JANTYTECH
WWW.JANTYTECH.COM

用户只需要将实际测量值与标准值输入对应的传感器位置，JT2020将自动计算修正系数并保存在设备

内，在进行下一次测量时将自动修正实际测量结果。

在进行修正系数设定时将被要求输入密码，初始密码标示在随机附带的使用手册中。

修正系数设置

JT2020

建通仪器



6芯航空插座
自动识别传感器类型

热电偶接口

SD 卡

USB通讯及充电接口

3.5mm同轴电缆接口

JANTYTECH
WWW.JANTYTECH.COM

外形尺寸：175X92X38mm

多种接口：航空头、耳机孔、热电偶接头

三脚架接口：标准的1/4英寸螺纹接口，可安装在普通三脚架上

防摔腕带：可安装腕带，防滑防跌落，可拆卸

外壳材质：ABS及包胶

防护等级：IP30

基本结构

仪器接口

JT2020

3.5吋彩色触控屏幕

航空头、3,5mm耳机孔、热电偶接头，多种形式

USB及WIFI 通讯方式兼备

可测量温度，热电偶，热流，太阳辐射，相对湿度等

测量待机时间超过48小时（满载传感器）

可计算WBGT、PMV、暖通空调等领域计算

SD卡外置，海量数据存储

基本功能基本功能

建通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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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于更新仪器固件。

JANTYTECH
WWW.JANTYTECH.COM

实时显示WBGT计算值及各个基础测量

参数的测量结果。

实时监测

WBGT值可通过内置的不同标准进行

WBGT计算。

多种计算标准内置

JT2020

建通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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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Soft-DM环境评价

对室内舒适度进行计算与评价

基于ISO7730标准，通过测试数据计算PMV( Predict-
ed Mean Vote ,预测平均投票数)和PPD(Predicted 
Percentage Of Dissatisfied，不满意者的百分数)指数
模型，评价室内热环境的热舒适状态

炎热环境的计算与评价

可以进行炎热工作环境下室内，室外WBGT指数的计
算，并根据【ISO7243国际标准】，【Navy美国海军
标准】，【ACGIH美国政府工业卫生学家会议标准】
，【EPRI美国电力研究所标准】等多种评价标准进行
不同劳动强度下的工作时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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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冷环境的计算与评价

A.导入文件图标：单击图标导入. csv格式数据文件，进行数据分析。
B.导出图表图标：单击图标导出当前数据的图表，支持JPG和PNG格式。
C.导出文件图标：单击图标导出当前数据内容，支持.csv和.xlsx格式。
D.删除选中行数据图标：选中欲删除数据，单击图标删除该条数据内容。
E.服装热阻和新陈代谢计算图标：单击图标可进行人员着装和代谢率计算。
F.炎热环境评价图标：单击图标可进行炎热环境下的相关指标评价。
G.寒冷环境评价图标：单击图标可进行寒冷环境下的相关指标评价。
H.舒适环境评价图标：单击图标可进行环境舒适性相关指标评价。

NOTE

JT2020

建通仪器



JT2020技术规格表

JANTYTECH
WWW.JANTYTECH.COM

JT2020

建通仪器

 

参数名称 技术参数 

结构规格 

外型尺寸 175X92X38mm 

材质 ABS+包胶 

防护等级 I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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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于 96 小时（全部有线通道接入传感器） 

外接供电 DC5V，1A；Micro USB 接口 

数据采集技术指标 

采集通道 1. 数字通道：仪器顶部 3 通道 6 芯 M12 航空接头，可接入温湿度、温度、风速等带数字信号输出
的系列传感器。 

2. 热电偶通道：底部 2 通道，K 型热电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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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辨率 0.01 mV；精度 0.5%。 
4. 无线蓝牙通道：可接入 20 个以上带蓝牙通信功能的传感器。（非标准版 J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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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秒--90 分 59 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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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使用环境 0—60°C、0~90%RH 

可接入传感器类型 技术指标 

温度 
热电偶 K 型热电偶，直连 
热敏电阻 PT100（RS485 输出） 
半导体 18B20，直连 

湿度 
空气湿度 普通封装 
固体湿度 金属铠装，插入式 

风速 
全向风速 热球式（RS485 输出） 
定向风速 热球式（RS485 输出） 
叶轮风速 RS485+蓝牙 

热流 
热流  3.5mm 耳机头直连 
辐射热  3.5mm 耳机头直连 
太阳总辐射  3.5mm 耳机头直连 

热工指标 
WBGT 计算值，需接入空气温度、湿球温度+黑球温度 
PMV/PPD 计算值，需接入风速、空气温度、相对湿度+黑球温度 
风量测试 计算值，配合风速传感器测试 

蓝牙传感器（非标配） 蓝牙无线传感器 通过蓝牙功能可接入照度、CO2、CO、温湿度、风速等多种类型传感器 

 

JT2020可接入的传感器规格



传感器选型及订货信息

实用套装订购信息

JT2020

建通仪器

订货号   配置      主要测量参数 

JT2020/K1 

包含以下所有部件 
JT2020 主机，2020-11 黑球温度传感器，2020-12 湿球温度
传感器，2020-16 温湿度传感器，JTC03 A辐射热传感器，便
携包，JTSOFT-DM 软件，USB 数据线， 

WBGT 热指数 
辐射热 
温湿度 
用于职业健康与安全监测 

JT2020/K2 

包含以下所有部件 
JT2020 主机，2020-08 温度传感器（浸入式/热电偶），2020-
09 温度传感器（插入式/热电偶），2020-14 温湿度传感器
（手持式），2020-15 温湿度传感器（插入式），2020-16 温
湿度传感器，便携包，JTSOFT-DM 软件，USB 数据线， 

空气温湿度 
液体温度 
粉末，软质固体材料内部温
湿度 

 

部件名称 订货号 图示 测量指标 规格 

温度传感器 

2020-08  
范围：-40—800°C 
精度：K 型 1 级精度 
手持式，圆头，浸入式 尺寸：探头长 300;外径 5 

手柄：塑胶 
原理：标准 K 型热电偶 
引线：拉直 1.5 米螺旋线 
接头：标准 K 型热电偶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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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   
范围：-40—800°C 
精度：K 型 1 级精度 
结构：手持式，平头，表面温度测试 

黑球温度传感器 2020-11  
范围：0—50°C 
精度：±0.5°C 

尺寸：50mm 黑球 
接头：M12 六芯航空头 
输出：数字信号 
传感器：直径 5mm 
封装：不锈钢 

湿球温度传感器 2020-12  
范围：0—50°C 
精度：±0.5°C 

传感器：直径 5，圆头 
封装：不锈钢 
尺寸：直径 30x 长 120mm 
接头：M12 六芯航空头 
输出：数字信号 

温湿度传感器 

2020-14  

范围：10—95%；-20-120°C 
精度：±3% 
封装：普通封装 
应用：空气湿度 

输出：数字信号 
接口：M12 六芯航空头 
供电：DC5V 
引线：拉直 1.5 米螺旋线 

2020-15  

范围：10—95%；-20-120°C 
精度：±3% 
封装：不锈钢封装 
应用：酥松固体内部湿度 

2020-16  

范围：10—95%；-20-120°C 
精度：±3% 
封装：普通塑料封装 
应用：空气湿度 

全向风速传感器 2020-21  
类型：热球式 
范围：0-5m/s 
精度：±(0.03m/s+2%读数) 

球笼直径 60，总长 240mm 
输出：RS485 
方向：全向 
接口：M12 六芯航空头 

辐射热传感器 JTC03（A/B）  
测量范围：0~10KW/m2 
测量精度：±5%（JTC03B） 
          ±10%（JTC03A） 

3.5mm 同轴电缆接头 
系数独立输入  
引线长度：2.5m 

热流传感器 JTC08  
测量范围：0~2000W/m2 
测量精度：±5% 

3.5mm 同轴电缆接头 
系数独立输入 
引线长度：2.5m 

太阳辐射传感器 JTTS-01  
灵敏度 ：7～14μV / W/m-2 
信号输出：0～20mV 
测试精度：≤±5% 

3.5mm 同轴电缆接头 
系数独立输入 
引线长度：2.5m 

 



致力于每位用户的满意和成功

联系建通仪器：
电话：010-64219138 64205804 64205854 64205045
传真：010-64205814
邮箱：info@bjjttec.com
地址：北京丰台区航丰路1号院时代财富天地2313室

经销商：

关注建通仪器

建通仪器 · JANTYTE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