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door Comfort Measurment

室内空气质量与热舒适度测试仪
符合GB/T 18049 / ISO 7730

 JT2180是一款便携式室内空气质量与热舒适度测试仪，集成温

度、湿度、风速、黑球温度、湿球温度等传感器，符合ISO7730

的PMV、PPD指标算法，同时集成了PM2.5、CO2传感器，作为室

内空气质量测试的重要参考指标。

 本仪器是在建通科技十年以上舒适度仪开发经验基础上升级的最

新版本，具备扩展噪声、照度的功能，同时也具备远程无线传

输的功能，可通过“建通云平台”实现远程数据管理，可通过网页

端或微信小程序实时访问远程数据，极大方便了用户的非现场测

量或长时间测量需求。

GB/T 4200、GBZ/T229.3、GB/T17244、GB/T18204.1

依据标准
According to standard

ISO 7730 、ISO 7726、ISO 7243、GB/T 18049，GB/T 50785

JT2180

什么是热舒适？ What is thermal comfort?

热舒适是人对周围热环境所做的主观满意度评价(ISO 7730)，主要分为

三个方面：物理方面、生理方面、心理方面。

评价指标主要有贝氏标度、ASHRAE标度和ISO标准。

JT2180采用了ISO标准评价方法（对应我国:GB/T18049）

ISO根据丹麦P.O. Fanger教授的研究成果制定了ISO 7730标准，在

ISO7730标准中以PMV-PPD指标来描述和评价热环境。该指标综合考虑

了人体活动程度、衣服热阻、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平均辐射温度、空

气流动速度等6个因素，以满足人体热平衡方程为条件，通过主观感觉

试验确定出的绝大多数人的冷暖感觉等级。上述研究成果及相应的标准

形成了以后舒适性热环境设计的依据。



外接专用噪声和照度探头 

扩展照度测量、噪声测量

Measurement function

高质量的室内环境应充分考虑其他物理因素，其中噪声和照明是除热
舒适以外影响最大的物理因素，我国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中，PMV、PPD、声环境、光环境均是重要的量化指标，
此外，在WELL认证体系中热舒适度、光照、声环境同样是重要的指标。

相对湿度

空气流速

空气温度

服装热阻

代谢率

辐射温度

人体热舒适
度影响因素

在基础参数测量之外，我们设置了扩
展选项，用户可以选配噪声传感器、
照度传感器，增加照度测量和环境噪
声（等效连续声级）测量。

JT2180测量的内容 升级的JT2180相比JT-IAQ-50增加了更多HVAC相关测量指标

PMV指数

PMV英文全称为 Predicted Mean Vote ，即预测平均投票数。
PMV值是丹麦的P.O.Fanger教授提出的表征人体热反应（冷热感）的评价指标
，代表了同一环境中大多数人的冷热感觉的平均。PMV-PDD热舒适模型是人体
体温调节最早的数学模型,其有七级感觉,即: 
冷(-3)//凉(-2)//稍凉(-1)//中性(0)//稍暖(+1)//暖(+2)//热(+3)。 

Predicted Mean Vote

PPD指数

PPD英文全称 prsdicted percentage of dissatisfied 不满意者的百分数
PPD指数为预计处于热环境中的群体对于热环境不满意的投票平均值。PPD指
数可预计群体中感觉过暖或过凉“根据七级热感觉投票表示。

Predicted Percentage of Dissatisfied

照度探头

测量指标：空气温度Ta、黑球温度Tg、湿球温度Tnw、
相对湿度RH、空气流速Va、二氧化碳CO2、

颗粒物PM2.5

计算指标：PMV、PPD、DR、Td、Tu、tr、WBGT
IREQ、DLE、RT、WCI

扩展测量：噪声(dB)、照度(Lux)

噪声探头

标准配置探头

温湿度探头，黑球温度探头，湿球

温度探头，微风速探头，CO2传感器

（内置），PM2.5传感器（内置）

独立可拆卸的探头（除CO2,PM2.5外）



功能特点
Functional features

JT2180采用了全铝材质一体成型外壳，提供了出色的握持手感，更重要的是铝的高导热特性使得仪
器内部快速散热，进一步减小由于电路发热导致的传感器测量误差。

彩色LED灯光颜色指示PMV值
LED Light & PMV Index

研究人员通常将PMV指数用由冷色
到暖色的颜色变化来直观表示各级
PMV值的区间，我们创新的将该习
惯移植到JT2180上，它由一只条形
可变色的LED灯条实现，随着PMV指
标的变化，LED灯条会呈现不同的颜
色，对应PMV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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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Warm

稍暖   Slightly w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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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0

-1

-2

-3

内置4G无线网卡，数据远程查看
4G wireless network card is inside the JT2180

JT2180内置了4G无线网卡，并且包含了1 年

免 费 的 流 量 ， 通 过 该 网 卡 可 以 将 JT2180

的测量数据实时传输至“建通云平台”，您可

随时通过Web端或使用我们提供的微信小程

序访问实时数据或下载历史数据(支持下载

最近1年内的历史数据)

Web访问
微信小程序访问

建通云

全面的测量和计算指标
More measurements than ever before

JT2180加入了更多测量和计算指标、包含：Ta、Tg、Tnw、RH、Va、CO2， 
PM2.5、PMV、PPD、DR、Td、Tu、tr、WBGT、Leq (选配)，Lux (选配)

50mm

黑球直径

0.2s响应速度

高灵敏风速探头

紧凑而坚固的机身
Portable design and size

铝合金

一体成型外壳

内置PM2.5和CO2

传感器

JT2180采用铝合金一体

成型结构，拥有出色的

手感和防护性能，内置

的锂电池可以在满电的

情况下连续测量超过48

小时。



高铁车厢内舒适性控制
Environmental Control in High Speed   Rail Cars

汽车驾驶室舒适性设计
Car interior comfort design公共区域舒适度监测

在高速列车的研制中,由于运行速度的提高和对列车服

务质量的要求,车内的热舒适性要求也相应提高，利用

ISO7730标准中PMV-PPD指标对高速列车客室内热舒适

度进行评价,将会得到符合车内热舒适性要求的设定值

推荐范围。

测量应用

在建筑室内环境质量评估中，PMV-PPD是最为重要的指标之

一，它充分考虑了人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客观的条件，  

PMV-PPD预测数据在建筑设计中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建筑以外的其他领域也越来越多的采用PMV-PPD指标进行

空间的热舒适评价，如：高铁车厢、地铁车厢、直升机座

舱、汽车车厢等。

室内热舒适度监测
Indoor thermal comfort monitoring

汽车驾驶室内部热环境受太阳辐射、室外空气温湿度影响剧烈,通过监

测车内舒适度指标，能更好的控制自动空调系统运行。

建筑室内热舒适度监测是建筑设计、绿色建筑
评价、WELL体系评价中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THERMAL COMFORT
PMV-PPD

GB /T18204.1

我国在GB/T 18204.1《公共

场所卫生检测方法》物理

因素检测中规定：测量公

共场所舒适性PMV值，按

GB/T 18049的方法进行检测

评价，人员密集的公共场

所包括：商场、地铁站、

机场、高铁车站等，通过

舒适度检测可以实时对空

调设备进行调节，快速改

善空间环境，并最大程度

实现节能优化。

商场 

地铁站 

航站楼

汽车驾驶室舒适度设计与研究
Thermal Comfort Research

高铁车厢舒适度控制与研究
Thermal Comfort Control



数据分析软件
JTSOFT-IAQ 单机版

JTSOFT-IAQ是专门为JT2180舒适度测试仪开发的单机版处理软件，具备数据导出、数据分析、数据编辑、结

果计算、报告输出、曲线输出等功能，本软件基于WIN7以上版本操作系统，是专业的测评软件。

依据相关标准及理论可计算分析炎热环境、舒适环境、寒冷环境的评价指标，并有对应的测评报告输出。

可以通过软件内置的各类服装热阻数据

库选择服装类型以确定服装热阻，也可

以通过手动输入服装热阻修正值以修正

为用户指定的服装热阻值。

从JT2180仪器内存导出的数据会显示在软件

中,这些数据包含日期、时间信息，并可以对

这些数据进行选择和其他操作，在数据下方

的图形表单中,会显示各指标的历史曲线图。

舒适环境评价

高温环境评价

寒冷环境评价

基于ISO7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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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冷环境下极限暴露时间等指标,如:IREQ、 
DLE、RT、WCI等指数的计算和评价。

可根据列出的标
准选择不同的计
算方法进行计算
WBGT指标。



测试报告输出
JTSOFT-IAQ 单机版

JTSOFT-IAQ 可以输出热舒
适度测试报告、热指数报
告、寒冷指数报告。

报告可以进行基本信息的
编辑，如：测试地点/时

间/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报告的内容列出了测试项
目的基本数据概要和基本
统计数据，可直接导出为
PDF文件,数据报告的结果
输出内容取决于用户选择
的数据段。

远程查看数据和下载
建通云平台

通过PC端或移动端登录建
通云服务平台、可进行设
备管理、数据管理、数据
查看、权限设置、项目管
理等操作。

热指数测试报告
Heat Stress Test Report

寒冷指数测试报告
Cold Stress Test Report

热舒适度测试报告
Thermal Comfort Test Report

通过微信扫机器附带二维码，即
可进入建通云服务微信小程序，
通过账户密码进入，即可查看设
备状态及实时数据、历史数据，
同时，平台会通过短信或邮件进
行设备状态（掉线）预警通知。

微信小程序：
移动端数据查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规格

联系我们

北京世纪建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bjjttec.com/www.bjsjjt.com

电话：010-64219138  64205814  6405045  64205854
E-mail：info@bjjttec.com
总部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航丰路1号时代财富天地2312-2315
生产地址：河北省涿州市中关村和谷创新产业园A18栋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安装方式 台式/三角架安装 

黑球温度 范围/精度 -20℃~120℃;±0.5°C

湿球温度 范围/精度 5～60℃;±0.5℃ 

相对湿度 范围/精度 10～90%RH; ±3%RH 

空气温度 范围/精度 -20℃~125℃;±0.5℃

空气流速 范围/精度 0.05~2.0m/s  ±(0.05 m/s+2%读数)； 2.0~5.0m/s ±(0.1 m/s±2%读数) 

CO2 范围/精度 0~5000ppm, ±30ppm

PM2.5 范围/精度 0~999μg/m³，±10%读数

测试内容 空气温度、相对湿度、黑球温度、湿球温度、风速、PM2.5、 

计算指标 PMV、PPD、DR、Tu、tr、WBGT、Td、IREQ、DLE、RT、WCI 等 

供电 外接 DC9V，内置锂电池组；续航大于 48 小时 

扩展通道 噪声、照度 选配 

存储空间 内置 16G TF 卡，海量存储 

存储周期 30 秒～60 分钟可调 

重量（g) 1800 g 

数据传输接口 micro USB 

PC 软件 JTSOFT-IAQ 

语言选项 中文/English 

使用环境 -20~60℃，0~95%RH

存储环境 -20℃~60℃，0~95%RH

标准配置 主机、黑球温度探头、湿球温度探头、（干球）温湿度探头、软件（U 盘）、仪器箱 

无线通信 4G (免首年流量费及平台使用费) 

防护等级 IP54 

CO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