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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环境评价 被动房测评、绿色建筑测评

科研教学 暖通空调、空气质量研究

智能家居 高端场所空气质量测试与控制

交通枢纽 地铁站、候车（厅）室

公共场所 学校、商城、展览馆、影剧院

文物保护 寺庙、古迹、宫殿

人居环境 办公室、会议室、住宅

车间厂矿 高级车间、厂矿特殊封闭空间

动物养殖 大型封闭养殖场所

职业卫生 劳动保护与职业病防治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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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IAQ 室内热环境测试仪系列是北京世纪建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热舒

适度测试仪成功开发的基础上，依托热环境界领先的技术成果及专利技术，

在国内热环境权威专家的共同参与下研究完成的又一系列高端综合测试产

品。该系列产品不仅集成了热舒适度测试功能，还可同时监测室内 PM2.5、 

CO2、噪声、照度、辐射热、TVOC 等重要环境参数，形成了全方位的热环

境与空气质量综合测试系统。

       依据系统开发的软件自动计算 WBGT、PMV—PPD 等重要热工参数，也

可自动统计各项参数，以图表的形式直观显示结果，为暖通空调及建筑热环

境研究等领域应用甚广。各参数测试符合 ISO 及相关国家标准。

        其它热环境应用还涉及车船等移动载体、工业厂矿、封闭车间、动植物

养殖场所等。

       本系列仪器拥有多项专利技术，部分技术为国内首创，可满足不同领域

的环境测试。

一 .仪器简介



使用特点

内置无线 WIFI 模块，通过外网接入公司云平台，供远程共享数据

能够测量所有评估热压和热舒适度的物理参数

能够自动计算 PMV、PPD 等舒适指数、热压指数 WBGT  

能够在输出的图表中显示测量数据和计算的指数

不锈钢便携支架，方便、精致、美观、人性化设计

可同时测试万向微风速、黑球温度、湿球温度、空气温度、相对湿度、    PM2.5、

CO2、噪声、 照度、辐射热等

OLCD 显示，任意角度都能清晰查看

有预警显示，空气质量通过绿、黄、红显示不同等级

多通道同时采集、自动显示和记录

2.1 主机
       本系统采用高度集成设计，集成了温

度、湿度、湿球温度、风速、黑球温度、

PM2.5、CO2、 噪 声、 照 度、 辐 射 热、

TVOC 十一个参数。具体结构示意图见图。

主 机 内 置 传 感 器：CO2、PM2.5、

TVOC。

       外部集成一体化传感器包括：风速、

温湿度、湿球温度、黑球温度。

外连接可扩展传感器包括：噪声、照度、

辐射热。

       本主机集成有无线 WIFI 通信功能，

内置蓄电池，方便现场测试。同时可外

联建通测控云，实现远程传输数据，可

下载 APP 进行数据查看。可单独使用，

也可组网使用。详见操作部分内容。

风速传感器
黑球温度
传感器

按键

预警
指示灯

485 通信

温湿度传感器

湿球温度
传感器
主机机体

USB 接口

英制螺纹接口

电源插口

CH1

CH2 CH3

电源开关

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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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名称 基本参数

供电电源 DC12V

电池 内置锂电池，可持续使用 6 小时

通讯 485 和 WiFi

存储周期 1 秒 ---60 分钟

存储空间 内置 8GSD 卡

主机尺寸 190 X 90X 310 mm

主机重量 1.0KG

二 . 技术参数
2.2 传感器
本系统共可接入 10 个传感器，十一个参数，具体参数如下表：

风速传感器

参数名称 基本参数 说明

测速范围 0.05---2m/s

测试精度 ±（0.03m/s+2% 读数）测 试 条 件 50%RH、
1013hPa

响应时间 0.2s

使用温度 0---+60℃ 指测试环境温度

使用湿度 RH ＜ 90% 指测试环境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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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技术参数



温湿度传感器

参数名称 基本参数 说明

湿度测量范围 0---100%RH

温度测量范围 -20---120℃ 测 试 条 件 50%RH、
1013hPa

湿度测试精度 ±2%RH

温度测量精度 ±0.3℃

重复性 <0.5%RH /

<0.1℃

响应时间 启动时间 2.7 秒

工作环境 -10℃ ---+60℃

温度传感器

传感器名称 参数名称 基本参数 说明

测量范围 -20--120℃

测量精度 20-40℃ ±0.3℃

外形尺寸 直径 50mm 国际标准

表面涂层 平均辐射系数＞ 0.95 军品级特殊黑体涂层

测量范围 5---60℃

测量精度 ±0.5℃ 常温段达 ±0.2℃

外形尺寸 直径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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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CO2/TVOC 传感器参数

传感器名称 参数名称 基本参数 说明

PM2.5
测量范围 0---999μg/m3 

测量精度 ±10% 读数

CO2

测量范围 0—5000ppm

测量精度 ±30ppm

TVOC

测量范围 125—600ppb

测量精度 ---     

噪声 / 照度 / 辐射传感器参数

传感器名称 参数名称 基本参数 说明

噪声

测量范围 30—130dB

测量精度 符合国家二级精度

输出 485，0-1.3V

照度

测量范围 0—10000Lux

测量精度 ±4% 一级照度

输出 电流 V（λ）修正

辐射热

测量范围 0—5000W/ ㎡

测量精度 4%

输出 0--100mv 系数参见传感器标识

内置传感器

外接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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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操作说明

3.1 测试准备
第一步：安置仪器，依据实际测试现场要求，本设备可四种方式安置，台式放置和壁挂式

（配专用挂件）、标准三脚架（1/4 英制螺纹口）、专业梯度支架。      

第二步：湿球温度计套入棉线套，蓄水杯注入纯净水。将棉线一端扎紧，从棉线中间穿入

温度传感器头，一部分浸入水中。

第三步：开机进入默认页面。页面名称为舒适度评价页面（PMV INDEX），本页面测量的

内容包括空气温度（Ta）、黑球温度（Tg）、相对湿度（RH）、微风风速（Va）。通过

内部模块计算得到平均热感觉指数（PMV）和不满意者百分比（PPD）。

" 按翻页键 "WBGT 页面  本页面测量的内容包括空气温度（Ta）、黑球温度（Tg）、湿球

温度（Tn）。通过内部模块计算得到室内 WBGT（WBGTin）和室外 WBGT（WBGTout）。

台式或壁挂式 三脚架安装

棉线套

水杯盖
纯净水
传感器 盛水杯

去掉盖子注入纯净水

舒适度评价页面

WBGT 页面

专用梯度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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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翻页键 " 露点温度页面   本页面测量的内容包括空气温度（Ta）、相对湿度（RH）。

通过内部模块计算得到露点温度（DEW）。

继续 " 按翻页键 " 其他测试项页面   本页面测量的内容包括瞬时声压级（SPL）、辐射热（TR）、

二氧化碳浓度（CO2）、照度（Ev）和 PM2.5 浓度（PM2.5）。

瞬时声压级直方图页面  本页面在一定的时间窗内，按时间顺序实时显示瞬时声压级。

空气温度历史曲线页面   本页面将记录 12 个小时内的温度变化趋势，测量点的时间间隔

为 1 小时。

参数设置页面   本页面可完成对 PMV 计算系数 MET、CLO 的修改。

露点温度页面

其他测试项页面

参数设置页面

瞬时声压级直方图页

空气温度历史曲线页面

以上所有的页面都会显示电量剩余百分比（Power）。

3.2 按键和预警指示灯
        本指示灯有 3 种颜色：红、黄、绿。这三种颜色定性的指示了对应测量对象的指标好坏。

其中，绿色为优良，黄色为一般，红色为较差。每个指示灯左侧标明了该指示灯对应的测

量对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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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

一般

较差

预警指示灯

通道扩展面板

按键

3.3 通道扩展
       CH1\CH2\CH3 可外接噪声、照度、辐射

等，按外接传感器通道序号对应接入即可；

将 12V 电源适配器接到电源插孔上，拨动开

关至 ON 位置，设备启动。如右图。

3.4 组网测试
       本地组网测试：通过路由器，可将多台 JT-IAQ 主机进行集联测试，数据通过 WiFi 直

接连接到 PC 机，数据直接存储、展示在 PC 端。适合同一个场所，近距离多台测试使用。

【SET】键为设置键。点击该按键进入参数设置页面，按【ENT】键返回，【ENT】键为确

认返回键。该按键仅在设置页面下起作用。

【▲】键为上翻页。该键实现了各个页面的切换。

【▼】键为下翻页。该键实现了各个页面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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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物联测试：通过 JT-IAQ 自带的 wifi 功能，可联接外网，通过建通科技云平台对数

据进行存储、管理，也可实现远程 PC 端或移动终端 APP 查看数据。

四 .JTSOFT-IAQ 软件介绍

4.1 软件概述
        本软件是 JT-IAQ 室内热环境舒适度测试仪的配套软件，可用来下载仪器中存储的数据。

软件能够以数据表格和曲线的形式显示测量的历史数据，方便观察和分析数据，同时能联

机实时显示测量数据。最后对历史数据统计，得出最大值、最小值，生成报告，方便用户

的使用。

4.2 软件主要特点
      1）联机实时显示测量的环境参数，能同时以 LED 数字，指针仪表盘和动态曲线的形式

显示测量参数，形象直观，方便数据的实时检测。

      2）在仪器测量的同时能够计算出 PMV、PPD、WBGTin、WBGTout 和 ET 等热环境参数。

用户可自行调节各种主观变量如：穿衣指数，新陈代谢率等。

      3）以曲线的形式显示测量的历史数据，曲线纵坐标显示的参数可以根据需求自行配置，

便于各种参数之间的对比。

     4）根据用户输入的各种热环境参数自动计算出 PMV 和 PPD，同时显示 PMV—PPD 关

系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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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JTSOFT-IAQ 软件的安装
      1） 本 软 件 适 合 运 行 在 Microsoft Windows 版 本 下， 包 括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10 等平台，同时要求操作系统中已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在软件的安装包中已包括此程序，如果系统中没有安装过此程

序，安装程序会自动安装）。

      2）请运行安装程序（setup.exe）进行安装，在“选择安装文件夹”一步选择一个新的文件夹，

然后选择“下一步”开始安装，等安装程完成后选择“关闭”。

       3）如果在安装的过程中提示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 请选择安装此程序，当此

程序安装完成后，即可进行下一步的安装。

4.4 JTSOFT-IAQ 软件使用
      4.4.1 串口设置
      第一次使用本软件请先选择菜单栏中“设置”下的“端口”，会出现电脑中存在的端口号，

然后选择和设备连接的端口号。同时“地址”列表框中选择设备的地址，设备的默认地址是 1。

如图所示。由于软件是用串行端口和仪器进行通信，所以在和仪器进

       4.4.2 参数设置
       在上一步中设置正确的端口和地址后，可以对设备的其他参数进行设置。选择菜单栏中“设置”

下的“参数设置”，会出现参数设置窗口，如图所示。其中包括设备时间、新陈代谢率、服装

热阻及每个测量参数的修正值等。需要读取设备中相应的参数时可以点击“读取”按钮，如果

通信正常，设备中的参数会显示出来。需要修改设备中相应的参数时，先在对应的输入框中输

入要修改的参数值，然后点击“设置”按钮，参数会发送到设备中。在进行参数修正值设置时，

串口设置

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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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打开文件
          1）选择菜单栏中“文件操作”下的“打开文件”按钮，会弹出一个打开文件的对话框，

然后选择一个保存在电脑中的历史数据文件 (csv 格式 )，单击“打开”按钮，则会弹出一

个新的窗口以表格和曲线的方式显示出数据。如图所示。

         2）点击“导出数据”按钮可以将数据另存为 Excel、Html 或 Txt 格式。点击“导出图表”

可以将窗口中显示的曲线图形另存为图片格式，可以选择 JPG、PNG、BMP 等图像格式。

点击“生成报告”按钮可以生成测量数据的统计报表的预览，包括测量时间段，各参数的

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如图所示。在预览窗口中可以进行报表的打印和导出等操作。

历史数据

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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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据传输前请设置通讯端口号。在软件和仪器通讯前必须确保选择

的端口号和仪器连接的电脑的端口号一致，否则通讯失败。如果电脑

没有串行端口，可以使用 USB——串口转换器来扩展串行端口。

需要输入对应参数的标准值和实测值，

软件会自动计算修正量，点击“设置”

按钮将修正量发送到设备中。界面的底

部“通信状态”中显示读取或设置时的

通信状态。



       4.4.4 实时监测显示
         实时显示是通过串行传输线把 JT-IAQ 主机监测的数据传输到 PC 机，通过软件以曲线

和数字的形式显示出来。界面如图所示。进行实时显示前请将设备和 PC 机通过连接线连接，

并在软件的“设置”菜单中，设置正确的端口号和地址。然后选择菜单中“实时监测”中

的“开始”按钮，打开监测。

       窗口的上方是环境参数的显示，左边是温度和相对湿度，右边是空气流速、二氧化

碳 和 PM2.5。 窗 口 的 中 部 分 别 是 PMV、PPD、WBGTin、WBGTout、SPL、TR、Lux 和

VOC。窗口的下方同时以曲线的形式显示实时监测的环境参数。

      在测试的过程中如需要改变新陈代谢率和服装热阻，请点击窗口右下方的滑动杆，调

节到相应的数值即可，在“PMV 与 PPD 关系图”中会显示相应的 PMV 和 PPD。常用新

陈代谢率和服装热阻请参见附表 1 和附表 2。

      如果在实时监测的过程中，界面显示参数值长时间不随着数据记录仪变化，请检查串

口号设置是否正确或检查连接线是否断开。确认连接正确后重新打开监测窗口。

实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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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版建通测控云 App（App 详见 App 手册）

扫一扫

五 .联网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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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类型
新陈代谢率

met w/ ㎡

休息

睡眠 0.7 42

躺着 0.8 48

静坐 1.0 60

放松站着 1.2 72

步行

2km/h 2.0 120

4km/h 2.6 156

6km/h 3.8 228

办公活动

坐着阅读或写字 1.0 60

打字 1.1 66

坐着整理文档 1.2 72

站着整理文档 1.4 84

站着偶尔走动 1.7 102

搬运物品 2.1 126

附表 1. 不同活动强度下的新陈代谢率
  



服装 热阻 (clo) 服装 热阻 (clo)

内裤，T 恤衫，短外衣，
薄袜子，便鞋 0.3 内裤，衬衫，裙，圆领毛衣，

厚的至膝袜，鞋 0.9

内裤，衬裙，长袜，轻便
女服有袖，便鞋 0.45 衬裤，短袖汗衫，衬衫，V

字领毛衣， 0.95

衬裤，短袖衬衫，轻便鞋
子，薄短袜，鞋 0.5 内裤，衬衫，裤，夹克，袜，

鞋 1.0

衬裤，短袖衬衫，轻便鞋
子，薄短袜，鞋 0.5 内裤，衬衫，裤，夹克，袜，

鞋 1.0

衬裤，衬衫，轻便长裤，
袜，鞋 0.6 内裤，长袜，女上衣，长裙，

夹克，鞋 1.1

内裤，衬裙，长裤，连衣
裙，鞋， 0.7 内衣，短些汗衫，衬衫，裤，

夹克，袜，鞋 1.1

内衣，衬衫，裤，袜，鞋 0.7 内衣，短袖衬衫，衬衫，裤，
马甲，夹克，袜，鞋 1.15

内衣，毛衣与长裤，长短
袜，运动鞋 0.75

有长袖及长腿的内衣。衬衫，
裤，V 型领毛衣，夹克，袜，

鞋
1.3

内衣，衬裙，衬衫，裙，
厚的至膝袜，鞋 0.8

有短袖及短腿裤的内衣，衬
衫，裤，马甲，夹克，外衣，

袜，鞋
1.5

附表 2. 服装的各种典型组合的热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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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建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航丰路 1 号时代财富天地 23 层 2313 室
电话：400-000-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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