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BJJTTEC.COM 环境检测仪器与传感器专业制造商

Wind Speed And Flow Measurement

SENSOR

consectetur adipisicing

风速仪器开发
建筑室内环境监测
暖通空调通风监测
生产过程风速控制
电子设备机箱机柜散热监测
农业养殖种植环境监测
汽车车厢内环境测试
洁净室环境控制
航空航天精确控制

风速传感器、变送器
风速/风温测量

建通科技 · JANTYTECH
WWW.BJSJJT.COM



JT14XX 系列

风速传感器

显著特点

体积小巧

高灵敏度、高响应速度

测试精度高

全方向测量（仅无指向性探头）

热线式、热球式、热膜式。

JT14XX系列风速传感器，是建通科技依托十年以上风速传感器技术积淀基础上开发的工业级

系列风速传感器。该系列传感器均为热式风速传感器，即基于在阻性感温传感器上加载电流，

通过风速和散热率的变化建立函数关系，从而实现风速的测试。而风速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除取

决于传感器的灵敏度和精确性外，还和温度补偿和环境温度的影响修正相关，以及需要精准的

可控温风洞校准实验室保障其校准精度。该系列传感器有全向和定向两类，多样的感风探头和

封装形式，可适应不同领域环境的应用测试需求。

Air velocity measurement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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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401微风传感器具有全向测试、响应时间快的特点，0.2s的响应

速度，能够快速捕捉微小空气流动的动态变化，是专门针对微气候

环境空气流动开发的专业测试传感器，内置485输出电路，适用于

风速仪开发，适合对环境中微风速的测试。

JT1405风速传感器，是针型封装的工业级风速传感器，具有更高

的圆柱维度方向均匀性。更小的结构适用于窄缝、电气设备内部

等狭小空间。变送电路具备标准RS485、4~20mA、0~10V等输

出 ，方便集成使用。

JT1401

JT1402
配有变送器

JT1402微风传感器既保留了JT1401的技术特性和测试精度，同时 

，又具备了工业级的标准变送输出，可依据实际需求随时更改

RS485、4~20mA或0~10V输出。

JT1405
配有变送器

风速探头

探头全部采用不锈钢材质作为外壳

多种封装形式适用于多种测量领域

Anemometer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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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411风速传感器，是微型风速传感器，体积小巧，灵敏

度高，可集成于电路中，适合电器、电路等机箱内散热环

境的风速测试与控制，以保证电器设备的安全运行和良好

的散热性能。

JT1411

JT1420风速传感器，为热膜式风速传感器，具备稳定性好、寿命长、适

应性强的特点。该传感器为定向风速，在±20°以内有良好的风速一致性

。适合管道风速监测使用。

JT1420

JT1408
配有变送器

JT1408风速传感器，是球型封装的工业级风速传感器，具有更高的球形维度

方向均匀性。更小的结构适用于狭小空间，也适用于风向不稳对响应时间要

求不高的场所，如农业种养殖等。变送电路具备RS485、4~20mA、0~10V等

输出，方便集成使用。

配有变送器

配有变送器

风速探头

探头全部采用不锈钢材质作为外壳,多种封装形式适用于多种测量领域

Anemometer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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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特性

实验传感器型号：JT1401/JT1402

仅适用于全向型风速传感器

水平特性 风速1.00m/s
垂直特性 风速1.00m/s

测量偏转角影响

 JT1420在平行于测量孔的±20°(-20°<α

<20°)范围内保持了优秀的测量精度，这

容许用户在安装时发生一定的偏差,角度偏

转带来的测量精度误差小于3%。

仅适用于定向风速探头

α

风向 风速探头

实验传感器型号：JT1420

JT14XX系列全向型风速传感器探头分球型封装，针式封装，球型封装探头在三维方向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对于气流方向变化不稳定的环境，球型探头出色的方向特性非常实用，针式封装探头在水平方向的一致性

和测试灵敏度表现更加优秀，适用于气流变化剧烈的低风速测量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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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显示屏幕

全金属外壳
输出：RS485/0~10V/4~20mA

无显示屏幕

ABS外壳
输出：RS485/0~10V/4~20mA

RS485/0~10V/4~20mA输出自由切换

铝合金&ABS变送器外壳可选
铝合金外壳变送器带有屏幕，同时显示风速和风温

变送器——数据采集端

风速传感器由风速探头和数据采集（显示）构成（除

JT1401外，JT1401传感器已内置输出电路），采集端

有无显示屏和带显示屏两种形式，具有同样的采集性

能和输出形式，带有显示屏的变送器为铝合金防水外
壳，满足IP65防护等级，能够适应大多数苛刻的环境 

，无显示屏变送器外壳为ABS材质，同样具有防水防

尘性能。

输出形式：RS485 / 0~10V / 4~20mA 用户可自由选择

显示内容：风速、温度、波特率等

5



可拆卸防护笼和防护盖

结构外观
Shape size

M12

JT1401

JT1402

JT1405

默认无屏幕显示

125mm

80 mm

152mm

风速：0.36  m/s
温度：26.8  ℃
1 /19200 /slow

JT1408

默认带屏幕显示

针式探头

球型封装探头

152mm

293mm

JT1420
定向风速探头

JT1405/JT1408/JT1420

33 75

194

60
直径10mm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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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误碰保护罩,运输保护
盖,有效保护精密部件。

φ15

142mm

210mm

φ60



建筑通风管道

广泛应用于HVAC空调管道风速测量与控制，

新风控制，室内空气质量控制。

建筑环境测试应用
Wind speed measurement of building environment

6.2mm

φ7mm

微小型风速探头

应用于电路、电器散热
监测，可集成与电路板

JT1411

建筑室内热舒适度测量

PMV/PPD指标计算

0-5m/s
微风速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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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401全向微风传感器

JT1401/JT1402
全向微风传感器

通过测量室内风速、温湿度、辐射温度等指标计算

PMV/PPD指数以评价室内舒适情况。



安装于公路/地铁隧道内，用于通风控制
Ventilation of tunnel

应用于隧道通风测量

隧道内的通风需要实时监测，利用风速传感器可实
时在线监测当前隧道风速和气流变化情况，以便在
任何时候都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

集成于电气电路中控制散热电器
Electrical heat dissipation measurement

应用在暖通空调假人模型
在模型的躯干及四肢密集布置风速传感器及温湿度传感

器，精确模拟人体在空调环境中不同部位的环境状况。

风速传感器可直接集成于电路中用于控制机箱内

风扇的启动或转速，精确控温，保证设备最优化

性能和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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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411风速传感器

JT1411 风速传感器

安装在空调假人模型上
HVAC Dummy

JT1420风速传感器



用于场所环境通风控制

Application

其他应用领域

便携风速仪器开发

生产过程控制

农业种植环境监测

汽车车厢内环境监测

航空航天精确控制

烟草加工、茶叶加工

喷漆车间

机车、直升机驾驶舱热环境监测

农业养殖棚舍环境监测

畜舍内的环境控制是现代化养殖的重要组成部分，

精确控制棚舍的环境状况实现最优化的养殖。

测量舍内空气分层温度和风速以研究和控制整个
棚舍的环境状况。

洁净室风速测量

洁净室要求有独立的空调送风系统，并对风速有
苛刻的要求，使用精密的热式风速传感器是风速
控制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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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401/JT1402
风速传感器

JT1402/JT1405 风速传感器

JT1401/JT1402 风速传感器



型  号 JT1401 JT1402 JT1405 JT1408 JT1411 JT1420 

产品图 

风速范围 0~5m/s 0~5m/s; 0~20 m/s 可选 

风速精度 
±(0.05±2%读数) @0.05~5m/s: 

±(0.1±2%读数) @2~5m/s: 

±(0.05±2%读数) 

@0.05~5m/s 

±(0.1±2%读数) 

@5~20m/s 

0~5 m/s

±(0.1 m/s ±1%读数) 

0~20m/s

±(0.2 m/s ±1%读数) 

测温范围 0~70°C -25~80°C

温度精度 ±0.5°C 

风速响应 0.2s（t63, 1m/s@25°C，标准大气压） 1s（t63 ，1m/s） 5s（t63 ，1m/s） 5s（t63 ，1m/s） 3s（t63 ，1m/s） 

采集频率 探头采集＞50Hz；数据平均周期 0.2s、2s 可选 

输出信号 RS485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0~10V；4~20mA 

供电电压 DC5V DC24V（15~26V） 

额定功耗 ＜0.5W ＜0.5W ＜0.7W ＜0.7W ＜0.7W ＜0.5W 

使用环境 -25~80°C；0~90%RH（不结露）

温度补偿 0~80°C -25~80°C

接口形式 M12X1 航空接头 内置接线端子，裸线接头 

机壳材质 不锈钢+高分子 传感器部分为不锈钢，变送器带显示规格为铝合金；不带显示的为 ABS 

防护等级 IP54 探头 IP54  电路 IP65 

存储温度 -25~80°C

配  件 
防护罩 / 

防护帽 / 

传感器到变送器连接线 2m；变送器输出引线 2m,一端裸线 

技术规格
Specifications

订购信息
Selection

JT1408

R    RS485输出
A    4-20mA输出
V    0-10V输出

T      带温度测试
TH   带温湿度测试

1m-5m
传感器到变送器引线长1m—5m

输出形式选择 温湿度选择

R T 2 5+ 具体选型请索取各型号详细介绍

01-20

型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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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10m
变送器输出引线长1m-10m

传感器至变送器引线长度选择 变送器输出引线长度选择

0.1~5m/s：
±(0.1±2%读数) 
5~20m/s：

±(0.2±2%读数) 

 0~2m/s:: ±(0.05±2%读数)                    
2~5m/s: ±(0.1±2%读数)                   
5~20m/s: ±(0.2±2%读数) 



JT14XX

定制型 · 全向风速传感器

JT14XX非标定制全向风速传感器是针对有特定用户特定应用场景

而开发的嵌入式传感器。传感器基于全向风速传感器基础上开发，

将原多路模拟信号处理为标准信号输出。传感器结构采用外螺纹金

属外壳封装，顶端外露热敏电阻，底部预留延长线接口，测试无方

向性要求，封装方式也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定制。内置电路采用高

精AD芯片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等，并做标准RS485 MODBUS协议

输出，方便集成应用。

公司拥有自主开发的标定校准风洞，具备非标定制风速的校准测试

能力，非标定制风速需依据结构形式另外开发相应的校准工艺装置

，以保证测试精度和其它性能指标。

乘用车空间舒适度测量
——空调人体模型风速传感器
轨道交通车厢空气调节与控制

——小尺寸隐蔽型风速传感器
精密加工生产线气流控制
——特殊结构和形状的风速传感器

高铁、地铁车站、航站楼气流监测

——用于病媒传播、流动方向监测

根据用户需求完全个性化定制：尺寸、性能、形状、通讯方式根据用户需求完全个性化定制：尺寸、性能、形状、通讯方式

应用场景

传感器尺寸、形状、输出形式、封装形式，测量范围

可定制的内容：

温度及风速波动较大的动态风场、对响应速度
要求高的场所,特别适用于车站气流扰动监测。

Contact us

北京世纪建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bjsjjt.com

电话：010-64219138  64205804  64205854  64205045  
Office Add：  北京市丰台区航丰路1号时代财富天地2313 微信公众号 抖音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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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站气流扰动、流速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