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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 系列多通道测试仪是建通科技开发的高精度系列专业测试设备。采用

高精度 AD 模块，彩色触摸显示，可以同步实时测量温度、热流密度、温湿度、

风速、照度等（具体参数详见各型号主机介绍）。并能根据设置存储时间间

隔自动存储数据，实现无线远程传输数据等。

       配套单机软件可以下载仪器中存储的数据，有统计功能及显示历史数据

曲线，也可依据相关标准自动计算热工指标或其它相关评价指标。

       本仪器具有功耗低、断电保护、测试精度高、性能稳定、携带方便、远

程通信等功能特点。

JTNT-F60   多通道热流测试仪

JTNT-A       多通道温度热流测试仪

JTR07C       多通道微风速测试仪

JTR08B       多通道温湿度测试仪

JTG02         多通道照度测试仪

一   系统简介

应用范围：

JTNT-F60 多通道热流测试仪

    工业节能检测
    炉窑，管道表面散热损失
    能源开发利用监测
    其它高、中、低温环境的热流测试

JTNT-A 多通道温度热流测试仪
    建筑节能检测
    其它常温环境节能检测

JTR07C 多通道微风速测试仪
    暖通空调
    室内气流组织及热舒适研究
    隧道及其它风道风场研究

JTR08B 多通道温湿度测试仪
    暖通空调
    室内外温湿度场测试

JTG02 多通道照度测试仪
    室内外光环境测试
    公共建筑环境监测

本说明书适用设备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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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机

主机采用注塑防摔机壳，彩色触摸屏操作。界

面图形化，操作方便。质量轻，方便台式安放，

也可便携手持使用。

其它参数详见下表。

二  仪器参数

参数名称 基本参数 说明

供电电源 内有蓄电池，外接 DC 12V

通讯 RS485、WIFI
可连接建通测控云，APP
远程查看数据

存储周期 1 秒 -- 60 分钟 通过主机设置

存储空间 万组以上 SD 卡

显示 彩色触摸显示

软件 单机 PC 软件 导入数据，参数设置

型号名称 技术参数 备注说明

JTNT-F60
多通道热流测试仪

8 通道温度：可接入 K 型、T 型热电偶
T 型：-200℃ -- 400℃
K 型：-200℃ -- 1200℃

8 通道模拟量：可接入热流、辐射热、太阳
辐射等传感器
接触式热流测试范围：0--5.0MW/m2

非接触式热流测试范围：0--±100K W/m2，
可选择 kcal/m2h 单位显示

JTNT-A
多通道温度热流测
试仪

8 通道温度：可接入数字温度传感器
温度范围：-20--120℃
测试精度：±0.5℃

8 通道模拟量：可接入热流、辐射热、太阳
辐射等传感器
热流范围：0--±2000 W/m2，
热流精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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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名称 技术参数 备注说明

JTR07C
多通道微风速测试仪

8 通道风速：可接入万向微风速传感器
风速范围：0.05--2m/s
风速精度：±(0.03m/s+2% 读数 )

JTR08B
多通道温湿度测试仪

8 通道温湿度：可接入温湿度传感器
温度精度：±0.5° C
湿度范围：0--100%
湿度精度：2%

JTG02
多通道照度测试仪

8 通道照度：可接入光敏照度传感器
照度范围：0--100Klux
照度精度：4%

型号名称 技术参数 图片

JTNT-F60
多通道热流测试仪

8 通道温度：可接入 K 型、T 型热电偶
T 型：-200℃ --400℃
K 型：-200℃ --1200℃

热流、辐射热、太阳辐射等传感器 , 标
准的直插式端子。

JTNT-A
多通道温度热流测试仪

数字温度传感器：标准 3.5mm 耳机插
头，平面型不锈钢封装。

热流传感器：标准 3.5mm 耳机插头，
硬质热流传感器 JTC08A，线长 10 米。

JTR07C
多通道微风速测试仪 8 通道风速：可接入万向微风速传感器

JTR08B
多通道温湿度测试仪 8 通道温湿度：可接入温湿度传感器

JTG02
多通道照度测试仪 8 通道照度：可接入光敏照度传感器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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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传感器选型（限 JTNT--F60）：热流传感器参数

三  仪器操作
3.1 接入传感器

不同型号仪器接口有所区别，具体如下：

     JTNT-F60 多通道热流测试仪

JTNT-F60 采用标准的绿色插拔式接线端子，将每一路热电偶温度传感器的两

端分别接入到直插接线端子上，任意插入面板对应的 CH01--CH08；同样将

每一路热流传感器两端依次接入到直插接线端

JTNT-F60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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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NT-A 多通道温度热流测试仪

JTNT-A 为标准的 3.5mm 三极耳机插座，

T01-T12 为温度，H01-H06 为热流（或

辐射热、太阳辐射等），耳机头要插到位，

否则会引起接触不良。

多通道风速和多通道温湿度接口一样，

都为五芯标准的航空插头，插头和插座

要对中防接错缺口，直插到位，可旋紧

螺母。

     JTG02 多通道照度测试仪

多通道照度为为标准的 3.5mm 三极耳机

插座，耳机头要插到位，否则会引起接

触不良。

     JTR07C 多通道微风速测试仪 / JTR08B 多通道温湿度测试仪

3.2 开机测试

      最后将电源接入右侧电源插座，打开电源开关。开机后出现“建通科技”

的画面，延时后进入主菜单。如果在 30 秒内没有进行

任何操作，则液晶背光自动关闭，按任意按键后背

光自动打开。

JTNT-F60 主界面

电源面板

开机键

JTNT-A 接口

JTR07C/JTR08B 接口

JTG02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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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规格 JTC08A 热流传感器 JTC08B 热流传感器
JTC08C 高 温 热 流

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用途 墙体与其它平面物体 管道与其它曲面设备 锅炉 , 工业高温设备 不限

材质 高分子材料 硅橡胶 ( 柔性 ) 不锈钢 K 型热偶

热流范围 0--2000W/ ㎡ 0--5000W/ ㎡ 0--3.5MW/ ㎡ /

温度范围 -50--120℃ -50--120℃ -200--1000℃ -200℃
--1200℃

基本尺寸 110×55×4（mm） 110×55×4（mm） Φ37×5mm 3 米

精度 4% 4% 5% 符合国标分度

实物照片

名称规格 JTC03A 辐射热传感器 JTC03B 高温辐射热传感器 JTTS-01 太阳总辐射表

用途 暖通、车间、厂矿 消防、纺织、高温车间 室外环境与节能

材质 ABS 金属 金属

热流范围 0--6.5KW/ ㎡ 0--100KW/ ㎡ 0--2000W/ ㎡

温度范围 -50--100℃ -50--500℃ -40--100℃

基本尺寸 110×55×4（mm） 40×26（mm） Φ180×95(mm)

精度 4% 4% 4%

实物照片

子 上， 任 意 接 入 CH09--CH16 通 道。（ 注：

热电偶和热流一般都有正负之分，各通道左为

正，右为负）



3.3 历史曲线

 在主界面下，点击“历史曲线”按钮后，进入历史曲线显示界面如下：

     JTNT-F60 界面下方四个按钮：通道设置、历史曲线、修正校准、系统设置。

界面右下角为时间、sd 卡存储量、电池电量显示信息。

    JTNT-A、JTR07C、JTR08B、JTG02 界面下方三个按钮：历史曲线、系统

设置和参数修正可实现相应界面的跳转功能。界面右下角为时间、sd 卡存储

量、电池电量显示信息。

JTR08B 主界面

JTR07C 主界面 

JTNT-A 主界面 

JTG02 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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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界面显示温度（对应不同型号显示风速、热流、照度等）历史曲线，

并可实现曲线在 X 轴或者 Y 轴上的缩放。点击界面右下方的返回主页按键，

可返回主界面。点击湿度图线按钮，可切换为历史曲线。

        此界面可设置并显示设备日期、设备时间、SD 卡存储信息以及存储周期。

例如，点击日期设置显示框，将弹出键盘对话框，输入日期后，点击 OK 按

键保存修改，点击 ESC 按键放弃修改。最后，点击确

3.4 系统设置

 在主界面下，点击“系统设置”按键可切换至系统设置界面如下：

3.5 修正校准

      在 主 界 面 点 击“ 修 正 校 准” 可 切 换 至 参 数 修 正 界 面 如 下 图。 其 中

JTNT-F60 可对温度（热电偶 1—8 通道）进行二次曲线修正，对热流（9—

16 通道）进行零点和斜率修正；JTR08B 仅对湿度有效，JTNT-A 仅对热流有

效，以及 JTR07C 和 JTG02 仅限零点 B 值修正。点击“确认修改”按键，可

实现新设参数的掉电存储。点击返回主页切换至主界面。

键盘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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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修改按键，可实现新设置参数的掉电存储。点击

返回主页切换至主界面。



       点击要修正的参数框，可弹出数字键盘，输入数值后点击 OK 退出。其中

输入的系数 B 值为基准值（校准设备读数）同实测值（仪器读数）的差值，

该值有正负之分，按实际正负输入。

3.6 通道设置（仅限 JTNT-F60）

       在主页面点击“通道设置”按钮，进入通道设置界面，在通道设置里可

进行热电偶类型、热流单位的选择等，如下图。

       点击 1-8 通道各通道对话框，即可弹出选择菜单，如下图，可选择显示精度、

单位、传感器类型等。选择后，点击对话框外任意位置，返回设置界面，按“确

定修改”键，即可保存设置，点击“返回主页”返回到主菜单。

 JTNT-F60 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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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通道选择界面

JTNT-F60 修正界面 JTR08B 修正界面

JTNT-A 修正界面 JTR07C/JTG02 修正界面   

9-16 通道选择界面

      点击 9-16 通道各通道对话框，即可弹出选择菜单，如下图，可选择显示

精度、单位、传感器类型等。选择后，点击对话框外任意位置，返回设置界面，

按“确定修改”键，即可保存设置，点击“返回主页”返回到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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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现场传热系数测试方法（仅限 JTNT-A）

3.7.1  测试依据：测试方法参考《JGJ 132 采暖居住建筑节能检验标准》及相

关节能标准，其中上位软件的传热系数计算包括稳态传热和动态传热两种方

法。

3.7.2  传感器布置方法：建议热流传感器（不少于 3 片）用导热双面胶粘贴

在室内侧，粘贴在被测墙体的具有代表性的位置，远离窗户及其它热工缺陷。

距离热流传感器 10cm 左右粘贴温度传感器。对应垂直于墙体的室外侧位置，

相应粘贴温度传感器（建议不少于 3 个）。

3.7.3  室内外温差最少在 10℃以上，温差越大测试误差越小，可利用人工控

制室内温度，最好达到 20℃以上。如室内有强的辐射热源，会对热流造成一

定的影响，建议用铝箔角度对热流计表面进行防护。用空调控温时，避免强

风直吹热流和温度传感器。

3.7.4  传热系数计算需通过上位软件进行，测试周期不少于连续 96 个小时，

白天有太阳直射时，对影响大的数据可去掉，尽量取值夜晚的数据进行计算。

3.8 组网测试

      远程物联测试：通过 JT 系列多通道仪器自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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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 的使用

       本测试设备可通过建通科技测控云实现远程数据查看和管理，通过移动

终端应用，需下载 APP, 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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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Android 版建通测控云 App（App 详见 App 手册）

4.2 登录 CLOUD.BJJTTEC.COM, 详见附件建通测控云平台使用说明

扫一扫

四  联网测试

五  软件操作说明

5.1 JTSOFT-MC 软件介绍

       概述

      本软件是多通道系列测试仪（多通道温度热流、多通道温湿度、多通道照

度、多通道风速）的配套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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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值和平均值，生成报告，方便用户的使用。

      软件主要特点：

      联机实时显示测量的参数，能同时以数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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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曲线和表格的形式显示测量的历史数据，同类参数显示在一个曲线图表   

中，便于各种参数之间的对比。

     对历史数据统计分析，得出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生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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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选择

5.2  JTSOFT-MC 软件的使用

       设备选择

       本软件支持五种类型的多通道测试仪器，分别是 JTNT-A 多通道温度热流、

JTR08B 多通道温湿度、JTG02 多通道照度、JTR07C 多通道风速和 JTNT-F60

多通道温度热流测试仪器。在使用软件前必须根据设备的类型进行选择，否

则软件可能无法正常工作。点击菜单栏中“设备选择”中对应的按钮，即可

完成设备的选择，如图所示，选择了“JTNT-A 多通道温度热流”测试仪器。

        JTSOFT-MC 软件的安装

       系统需求

本软件适合运行在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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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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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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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程序要安装到的目标文件夹，然后选择“下一步”开始安装，等安装程

完成后选择“关闭”。

       如果在安装的过程中提示安装 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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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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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口设置

       完成设备选择后，选择菜单栏中“设置”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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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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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参数设置”，会出现参数设置窗口，如图所示。

选择不同的设备会出现不同的参数设置窗口，下面以选择的 JTNT-A 多通道

温度热流测试仪为例说明，其他设备的操作类似。参数设置窗口中包括设备

时间和热流参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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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界面的底部“通信状态”中显示读取或设置时的通信状态。

串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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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文件

       选择菜单栏中“数据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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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选择的设备是 JTNT-A，则会出现传热系数计算的界面，选择内表面温度、

外表面温度和热流，然后点击“计算传热系数按钮”会计算出传热系数和热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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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NT-A 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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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图形化显示

报告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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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显示界面

            实时监测显示

         实时显示是通过串行传输线把多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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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时显示前请选

择好设备类型，然后将设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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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测”中的“开始”

按钮，打开监测。窗口的上方是实时数据的显示。窗口的下方同时以曲线的

形式显示实时监测的参数。

       如果在实时监测的过程中，软件界面显示的数值和多通道主机数值不同

步更新，请停止实时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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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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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设备配置

配图 配件名称 数量 备注说明

主机 1 所有型号

电源适配器 1 所有型号

包装箱 1 所有型号

U 盘 1 所有型号

说明书 1 所有型号

热电偶温度传感器 标配
JTNT-F60，具体数量

见装箱单

数字温度传感器 标配
JTNT-A，具体数量见

装箱单

热流传感器 标配
JTNT-F60/JTNT-A，具

体数量见装箱单

高温热流传感器 标配
JTNT-F60，具体数量

见装箱单

温湿度传感器 6 JTR08B

风速传感器 6 JTR07B

照度传感器 6 JTG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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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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64219138/64205804/64205854/64205045
邮箱：info@bjjttec.com 
邮编：10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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