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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宣传册
2018

敢于追求·踏实做事·卓越创新

建通科技·JANTYTECH 
致力于每位用户的满意和成功！

西安办事处：

电话：029-89187973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沣惠南路18号唐沣国际广场C座1311室

成都办事处：

电话： 028-85754040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500号东方希望天祥广场3栋2单元3706室

石家庄办事处：

电话： 13811782398

地址：河北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路世纪公馆12楼1203室

公司总部：

统一服务电话：400-000-2955

电话：010-64219138/64205804/64205854/64205045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航丰路1号时代财富天地23层2311-2315
E-mail：info@bjjttec.com

股票代码：839144

WWW.BJJTTEC.COM

WWW.BJJT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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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COMPANY INTRODUCTION

       北京世纪建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9144）是一家致力于智能
测试仪器与感知终端研发、生产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环
境、暖通空调、工业环境、生态气象、室内外空气质量、职业卫生、公共卫生
能源利用等环境与节能监测领域。
       建通科技始终秉承“科技、品质、自主、创新”的发展理念与创新思想，
多年来总是将最前沿、最专业、最轻松的测试技术及及时专业的服务一并带给
用户，帮助客户和合作伙伴赢得成功。建通科技现已取得9项发明专利，5项外
观设计专利，40多项软件著作权，凭借科技创新实力驰骋于市场大潮之中。
       建通科技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区，享有5A级写字楼办公环境，
研发中心、校准实验室与生产制造基地坐落在良乡科技产业园，并在全国拥有
众多销售与服务分支机构，在各省市地区开展业务，在全球拥有众多合作伙伴
和业务。

国际战略合作伙伴：
美国TEC、西班牙CESVA、英国Casella、波兰SENSOR

建通历史
History

致力于每位用户的满意和成功！

2016年

公司成功挂牌“新三板”，

股票简称：建通科技，股票代码：839144

公司“高温热流传感器开发项目”荣获北京市科委立项
2002年

建通科技

前身成立  

2002年

建通科技

前身成立  

2008年

集中推出第一代JT系列手持

式、便携式测试仪器  

2011年

公司获得进出口企业资格认定

公司搬入自主产权的中关村丰台科技园区600

2013年

研发生产基地搬迁入良乡工业园区3000多平

方米的独立大楼区600多平米5A级写字楼 

2010年

公司通过了ISO9001认证 通过北

京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获得“全

国建筑节能技术创新企业”荣誉 

2012年

公司产品获得国家级“科技型中小

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立项

自主知识产权商标“建通科技”、

“JT Technology”通过申请 

2017年

第三代智能仪表发售

2014年

公司获丰台区“专精特新”企业荣誉

与天津大学共建“建筑物理与建筑技

术科学实验基地”

2015年

公司多项产品获得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认证 

与北京建筑大学共建“绿色建筑与城市环境测控

技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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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技术创新基金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建通科技先后获得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并获得多项北京市政府支持项目津贴，多项创新

基金，获得多项北京市新产品新技术服务证书，参与编

制多项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工作。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建通科技荣誉与资质
JANTYTEC Qualifications

先后获得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资质 

获得多项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认证，多个产品获北京市科委资金支持

建通科技资质
Qualifications

创一流  测全球
Provide the best measuring instruments for the world

ISO
9001

新技术新产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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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the best measuring instruments for the world

建通愿景  JANTYTEC VISION

宁缺毋滥，工匠之神

Put quality before quantity  Craftsman spirit

质量理念 Quality concept 

致力于每位用户的满意和成功！
Make all user be satisfied and successful





   管理理念：

   公司乃舞台，员工为主体，合则生，散必怠！聚众力，共成长，成大业。

研发理念：科技·品质·自主·创新

建通科技·企业文化
JANTYTEC CORPORATE CULTURE

Since 2002

企业文化
CORPORATE CULTURE

敢于追求
Courageous pursue

艰苦攀登，创新不止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

建通科技·企业精神
JANTYTEC ENTERPRISE SPIRIT

敢于追求·踏实做事·卓越创新

创一流 测全球

踏实做事 卓越创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Doing by heart Excellent innovation

服务理念

JANTYTECH  | info@bjjttec.com | WWW.BJJTTEC.COM



8  JANTYTECH  | info@bjjttec.com | WWW.BJJTTEC.COM 9Business Brochure    |    info.business@email.com   |    www. business .com

建通科技拥有超30人的精英研发团队，涉及电子、软件、结构、传感技术等专业;同时

建通科技同天津大学、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等科研院所长期战略合作，加速科研成果转

化，不断突破，陆续推出高端测试设备，引领行业向高端制造发展!         
建

专利证书 Patent certificate 

建通科技·研发力量
JANTYTEC TECHNICAL FORCE 
Since2002

建通科技·研发实力

15年研发经验  30人研发团队

9项发明专利，8项新技术新产品认证，4项外观专利，38项软件著作权

涵盖智能测量仪器，测量系统工程，传感器等

研发实力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

软件著作权证书 Software copyright 

共计13项专利

共计38项软件著作权

研发团队 参编标准

 GB/T33651-2017    国家标准

《设备及管道绝热层表面热损失现场测定红外热像法》

 GB/T34010-2017    国家标准

《建筑物气密性测定方法 风扇压力法》

 JGT3016-2016      建筑工业行业标准

《建筑用热流计》

 DBJ50/T-211-2014  重庆市工程建设标准

《绿色建筑检测标准》

 JJF(辽)218-2014   辽宁省地方计量技术规范

《公共场所用辐射热计校准规范》

JANTYTECH  | info@bjjttec.com | WWW.BJJT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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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通科技研发基地拥有热工校准实验室，微风速风洞实验室，光学校准实验室，

高温热工校准实验室，可实现对温湿度，热流，高温热流，微风速，光照度辐射

热等传感器及仪器的自校准。

光照度计标准装置的组成并重点对光照度计测量结果进行不确定度分析与精度校准.





热工校准实验室

校准光轨

小型风洞

对室内微风速测试仪器及其传感器进行校准与测试。

建通科技·校准实验室 
Calibration laboratory

JANTYTECH  | info@bjjttec.com |



能够对热流，辐射热，温湿度等仪器进行校准，确保出厂每一台仪器的精度

JANTYTECH  | info@bjjttec.com | WWW.BJJTTEC.COM WWW.BJJT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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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的参数：温度、湿度、风速、热流、热辐射、导热、噪声、日照、辐射、空气质量、气候等

Mini型仪器        多功能仪器          便携式仪器             专业仪器          无线数据自记仪         传感器

建通科技设计、研发、生产包含：空气质量监测类，可再生能源测试仪器类，建筑节能测试仪器类

职业卫生测试仪器类，环境测试的相关传感器，建筑物理专用测试仪器类等 多领域仪器仪表，同时

提供系统化测试解决方案与用户个性化测试方案定制开发等服务。

产品与服务
Products & Services

产品类别

建通仪器系列

系统化集成监测方案

基于建通测控云平台 可以使多种不同的仪器集联组成测试网络，并能将数据通过云平台远程

查看和存储，这一特性可以使用户可以完全个性化定制自己的测试和组合成系统化的测试方

案，包括建筑能耗监测与分析，空气质量在线监测，以及其他个性化的组合。

建通测控云

可应用于建筑环境、暖通空调、工业环境、生态气象、室内外空气质量、职业卫生、

公共卫生、能源利用等环境与节能监测领域

JANTYTECH  | info@bjjttec.com | WWW.BJJT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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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舰船舱室内舒适度测试

在直升机，舰艇等密闭舱室内，舒适度

会影响操作人员的正确判断与灵敏度，

对于密闭舱室内的舒适度测试时非常重

要的，JT-IAQ-50广泛应用在机舱，船舱

内的，PPD,PMV等量化指标测试。

Application case

建通科技产品能够应用在高校教学，科研，政府执法，项目评估等方向

涉及职业卫生，暖通空调，建筑节能，建筑物理，空气质量，气象等多

个领域，建通产品在全国拥有众多用户。 

多领域的产品应用
便携式仪器应用于广泛的环境测试领域，现场检测，实验室检测均可轻松应对 

专业的测试设备更能让科研与课题研究简单而高效

室内空气质量在线监测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能效测评

职业健康监测

网格化气象数据监测

对于长期处于高温作业环境中的劳动者，其

所受到的热辐射会对其造成体内蓄热,体温上

升.临引起过热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及时了

解工作场所的环境状况已经得到重视。

对于复杂庞大的城市区域，气象环境差异很

大，需通过网格化的监测，进行实时在线监

测和分析。通过长期的监测数据，进行计算

处理，分析气象变化规律及变化的诱因。使

用建通云测控平台与建通的经济型气象在线

监测系统可以轻松的完成监测。

应用案例

在体育比赛前往往要对赛场进行一系列

的环境测试，以保证运动员高水平发挥

包括：场地WBGT，舒适度，风速，温湿

度等。

体育比赛前环境测试

使用建通科技Airbox可以将多楼层的室内空

气质量情况利用建通云平台或本地化服务器

统一数据管理并显示在指定屏幕上。

可再生能源在建筑领域的应用对于降低能源

消耗具有重要意义,在进行专业系统应用评价

时能够更好的符合"低碳环保"的理念,对于节

约能源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建通科技为这一

测试提供最易用的仪器，可以快速展开测试

 JANTYTECH  | info@bjjttec.com | JANTYTECH  | info@bjjttec.com | WWW.BJJTTEC.COMWWW.BJJT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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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涵盖8大领域
均能够使用建通科技的仪器完成相应的测试

逐年增加的用户与越来越多的应用场合

应用领域

Since 2002 

能够测量温度，湿度，
太阳辐射，WBGT，PMV, 
PPD, 传热系数，辐射热，
热流密度，导热系数，
风速，风向，大气压，
黑球温度，室内微风速，
室内外PM2.5，CO2
甲醛，TVOC，噪声，
太阳能光热转化效率，
光照照度，吸声系数等
众多参数或计算结果。

生态与气象环境

建筑环境测量

暖通空调

室内外空气质量监测

可再生能源能效测量

职业健康与安全 场所监测

公共卫生监测

工业环境

PM
2.5

建通科技的用户每年在增加
并且越来越多的仪器应用在
全新的领域，使建通仪器能
够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使用，
在传统的测量领域有了全新
的测试手段，建通科技每年
都在投入研发精力以让仪器
获得更加优异的性能和测量
精度，更多的使用场合正在
被发现。

用户

应用场合

 JANTYTECH  | info@bjjttec.com | JANTYTECH  | info@bjjttec.com | WWW.BJJTTEC.COMWWW.BJJT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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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生产基地将迁址中关村和谷产业园

入驻自有中试、校准、生产基地大楼

建通发展

创一流  测全球

敢于追求  踏实做事  卓越创新

致力于每位用户的满意和成功！

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墨子》）
用户不只是产品的使用者，更是我们的朋友。致力于每位客户的满意和成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Short term planning

地址：河北省涿州市中关村和谷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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