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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设备概述 

第1节 产品应用 

JT2022 是一款手持式便携WBGT 指数仪，专业的工业设计结构外观，保证

了产品总体的高品质。传感器均可独立拆卸，使用 50mm 直径铜质黑球，进一

步提升仪器的整体便携性能，传感器连接使用航空接头，坚固稳定，不易晃动，

仪器屏幕使用带有背光的 LCD 显示器，人性化界面，易读取，可显示

WBGTin、WBGTout、Ta、Tg、Tnw、RH，以及WBGT 测量曲线。仪器内置

锂电池，满电可连续使用超过 96 小时，仪器背部有标准 1/4 英寸三脚架接口，

可连接三角架进行测量。 

本测试仪配置有 PC 端上位软件，针对行业标准及相关规范，有更丰富更强

的计算分析能力，给出专业的评价结果，也可下载历史数据进行分析计算。 

依据标准： 

⚫ 《GB/T 4200-2008高温作业分级》 

⚫ 《GBZ/T 189.7-2007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第 7部分高温》 

⚫ 《GB/T17244—1998热环境 根据 WGBT 指数（湿球黑球温度）对工作

人员热负荷的评价》 

⚫ 《ISO 7243-1989 热环境 根据 WBGT指数(湿球黑球温度)对作业人员

热负荷的评价》 

该仪器主要可应用于如下领域： 

⚫ 建筑热环境现场监测 

⚫ 体育赛事现场环境监测 

⚫ 室外热环境监测 

⚫ 高温生产车间环境监测 

第2节 基本信息 

JT2022 基本外形特征及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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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外形尺寸图 

 
图 1.2 整体外形图 

本产品可接入传感器类型及测试指标参见下表。 

主机及传感器技术参数 

参数名称 技术参数 

空气温度传感器 
测量范围：0～120℃； 

精度：0.5℃（0.3℃@10℃～40℃）；分辨率：0.1℃ 

黑球温度传感器 
测量范围：0～120℃； 

精度：0.5℃（0.3℃@10℃～40℃）；分辨率：0.1℃ 

1
7
5

m
m

 

92mm 3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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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球温度传感器 
测量范围：0～120℃； 

精度：0.5℃（0.3℃@10℃～40℃）；分辨率：0.1℃ 

相对湿度传感器 15～95%RH；精度±3%读数 

显示 3.5 英寸液晶显示屏，可显示测量数值及测量曲线 

仪器存储 SD 存储卡 

电池 内置锂电池，充满后待机时间 9 天 

存储间隔 10 秒～60 分钟可调 

执行标准 
GB/T4200-2008 

GBZ/T229.3—2010    GB/T17244—1998 

数据传输接口 Micro USB 

软件 JTSOFT-MT 

语言选项 中文（默认）/英文（可选） 

黑球直径 50mm 

外观尺寸(mm) 175 X 92 X 38 

重量(g) 约 350（主机） 

使用环境 -1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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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数据线、仪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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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基本功能 

第1节 仪器说明 

仪器组成 

JT2022 由传感器接口、屏幕、按键和主机等各部分组成，属于便携测试仪

器。顶部设置三个 6 芯航空插座，可依次接入湿球温度探头、（干球）温湿度探

头和黑球温度探头。主机背部有 1/4 英寸螺纹接口，可安装在三脚架上。电源开

关在主机背部，同时设置有防跌落腕带接口。 

基本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 2.1 正面和背面图 

1：LCD 屏 2：湿球温度探头插座 3：（干球）温湿度探头插座 

4：黑球温度探头插座 5：1/4 英寸接口 6：电源开关按键 

7：腕带接口 8：操作按键  

1 2 4 5 

6 

 

8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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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顶部和底部接口 

1：传感器探头插座 2：USB 接口 

第2节 数据处理 

JT2022 可存储测试数据，可自动处理部分测试结果，如可形成实时曲线、

专业指标计算等，也可通过 PC 软件将数据导出进行处理分析。本机测试数据是

按预先设置的周期进行自动存储的，存储在内置 SD 卡中。 

读取本机存储数据无需 SD卡读卡器，利用Micro USB接口直接连接主机

和 PC 机即可读取。随机配置有 PC 端单机版软件 JTSoft-MT用于数据读取和后

期处理。 

PC 端单机软件详细说明见第 6 章说明。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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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测试操作 

第1节 测试准备 

设备供电 

本仪器有两种供电方式，一是内置可充电锂电池，二是通过 Micro USB接

口外接DC5V（1A）电源进行供电，供电同时可为内置电池充电。主机有电量

显示，接入不同的传感器，续航时间有所区别。 

关机充电 

通过 Micro USB接口连接充电器(DC5V,1A 带 USB接口的电源适配器)，在

关机状态下，屏幕中部显示“充电中”，表示已经开始充电，大约 10 分钟后，

屏幕自动关闭。如果想手动关闭屏幕显示，请短按开关按键。 

 
图 3.1 关机充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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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机充电 

在开机状态下连接充电器，外接电源为仪器供电，同时为主机充电，屏幕右

上角电池符号变为充电器连接标志。充满电后充电标志消失，改为电量显示。 

 
图 3.2 充电指示 

 

设备安置 

JT2022 使用时可以手持使用，同时具备标准的英制 1/4 英寸螺纹接口，可

接入标准的三脚架、专用梯度支架等设备上。 

 

⚫ 外接电源请采用标准配置电源线缆，劣质线缆因线芯细内阻大可能造成无法充电或

充电电流很小的情况。 

⚫ 外接电源电流是充电电流和仪表消耗电流的和，所以在关机状态下，充电速度比较

快。 

⚫ 仪表内置 3.7V/5000mAH 锂电池，有效电池容量约 3500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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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1/4 英寸接口及三角架安装方式 

第2节 基本操作 

传感器连接 

JT2022 的传感器探头必须按顺序连接，从左到右依次湿球温度探头、（干

球）温湿度探头和黑球温度探头。 

 
图 3.4 传感器探头连接顺序 

图中三脚架需要用户自行配

置，本产品不提供三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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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接头连接时，需注意接头的限位导向和卡槽对应，并交替锁紧螺母和压

插传感器，避免完全依靠螺母带动传感器接头的插入，否则可能损坏插头。 

 
图 3.5 传感器接口 

湿球温度探头水杯注水 

首先将棉线套，套在湿球温度传感器上，然后往水杯中注入纯净水，水位大

约到水杯高度的 2/3 处，盖上水杯的盖子。此时棉线会逐渐吸收水分，最后棉线

会全部浸湿。使用完毕后应将剩余的水倒出，再将仪器放入包装中。 

 
图 3.6 水杯注水 

按键功能 

图中圈出的部

分为插座上的限位

导向 

水杯 

水杯盖 

棉线套 

注入约 2/3 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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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2022 采用弹性优良的硅胶按键，共 5 个按键。部分按键为复合功能，具

体功能见下表。 

开机关机 

轻按（点击）仪表背面的电源开关按键，仪表屏幕闪亮后进入开机状态，先

显示建通科技 LOGO界面，大约延时 3 秒后，默认进入“确认传感器”界面

（不换传感器的情况下，第二次开机不会显示此界面），确定传感器接入顺序与

页面显示一致后，点击【OK】键即可进入“测试”界面，“测试”界面显示空

气温度、湿球温度、黑球温度、相对湿度、室内WBGT 及室外 WBGT 等信息。

长按电源开关按键（大约 4 秒），直接关闭电源。 

翻页 

通过【LEFT】或【RIGHT】按键，可以翻页，在“测试”页面和“数据统

计”页面直接切换。 

 

向左

键 
 

一般用于移动光标或翻页，本文档标记为 

【LEFT】 

向右

键 
 

一般用于移动光标或翻页，本文档标记为

【RIGHT】 

向上

键  

一般用于菜单切换或对数值进行加减操作，本文

档标记为【UP】 

向下

键  

一般用于菜单切换或对数值进行加减操作，本文

档标记为【DOWN】 

确认

键 
 

一般用于确定当前操作或者退出当前界面，本文

档标记为【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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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测试”页面按【LEFT】或【RIGHT】键即可进入“数据统计”页

面。统计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并显示空气温度和相

对湿度平均值的曲线图。 

 
图 3.7 测试界面和数据统计界面 

数据记录 

数据记录分为两种情况。 

如果页脚部位显示“数据停止记录”，按【OK】键进入数据记录状态，页

脚部位显示变为“数据记录中...”。再次按下【OK】键则停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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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数据记录 

如果页脚部位显示“记录等待”，则按【OK】键后开始倒计时，倒计时为

0 后开启数据记录。再次按下【OK】键则停止记录。 

 
图 3.9 延时启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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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等待时间的设置路径为：参数设置--存储设置--延时启动，详见第 4

章。 

开始记录时，屏幕右上角会显示 SD卡图标，如果 SD卡有任何问题或弹

出，界面右上角的 SD卡图标中部会显示一条红色横线。下图分别显示两种数据

记录模式下的 SD卡故障提示。 

 
图 3.10 SD 卡故障提示 

页脚菜单切换 

在“测试”界面，按下【UP】或【DOWN】键，屏幕页脚部位的菜单会在

“数据停止记录”（或“记录等待”）、“存储周期”、“时间显示”、

“（SD卡）剩余空间”、“参数设置”之间循环显示。页脚显示“数据停止记

录”时，按【OK】键实现开始和停止记录的切换。页脚显示“参数设置”时，

按【OK】键则可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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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页脚菜单切换示意图 

在“数据统计”界面，按下【UP】或【DOWN】键，屏幕页脚部位的菜单

会在“数据统计”、“存储周期”、“时间显示”、“（SD卡）剩余空间”、

“参数设置”之间循环显示，与上图的页脚切换类似。当页脚显示“参数设置”

时，按【OK】键则可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在开机状态下，长时间无操作动作（1 分钟），仪器自动进入休眠状态，屏

幕关闭，但主机依然在正常运行，按下任何按键或者短按开关键即可唤醒主机，

屏幕重新点亮。 

 
  

 

长按电源开关（大约 4 秒），直接关闭电源。当仪表异常的时候，可以长按电源开

关，关闭仪表，然后重新开机启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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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详细操作 

第1节 参数设置 

将“测试”界面或“数据统计”界面的页脚显示切换到“参数设置”后，按

【OK】键，进入“参数设置”界面。 

“参数设置”界面有多个选项可供选择：“语言选择”、“单位选择”、

“日期时间”、“存储设置”、“修正校准”、“屏幕亮度”、“返回测试”

等。另外，此界面中的“设备信息”只作为软件版本的记录。 

 
图 4.1 参数设置界面 

在“参数设置”界面按【UP】或【DOWN】键，可以上移或下移光标，按

【OK】键进入相应设置选项。选择“返回测试”菜单，按【OK】键返回测试页

面。 

语言选择 

在“参数设置”主界面选择“语言选择”选项，进入语言设置界面，暂时只

有中文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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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OK】键，确认选择，系统回到“参数设置”界面。 

 
图 4.2 语言选择界面 

单位选择 

在“参数设置”主界面，选择“单位选择”选项，进入“单位选择”界面。

按【UP】或【DOWN】键，上下移动光标，按【OK】键选定相应单位，最后

返回“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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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单位选择界面 

日期时间 

在“参数设置”界面选择“日期时间”选项，按【OK】键即可进入“日期

时间”设置界面，从而进行日期、时间的设置。 

可通过【LEFT】【RIGHT】键移动光标，选定要改变的数字后，按【UP】

【DOWN】键进行修改。修改完毕后，按【OK】键完成修改，最后界面返回

“参数设置”界面。如果不想进行时间的修改，那么通过【LEFT】【RIGHT】

键将光标移到“返回”，再按【OK】，退出“日期时间”设置界面，返回“参

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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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日期时间设置界面 

存储设置 

在“参数设置”界面，选择“存储设置”选项，按【OK】键，进入“存储

设置”界面。在“存储设置”界面可修改存储周期和延时启动时间。如果延时启

动时间不为 0，在测试界面进行数据记录时，等到倒计时归零后才开始存储数

据。 

在此界面，可通过【LEFT】或【RIGHT】键移动光标，选定要改变的数字

后，按【UP】或【DOWN】键可进行修改。修改完毕按【OK】键完成修改，

界面返回“参数设置”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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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存储设置界面 

 

屏幕亮度 

在“参数设置”主界面，选择“屏幕亮度”选项，进入屏幕亮度设置，如下

图所示。该功能主要用来调节屏幕背光亮度。可以按【UP】或【DOWN】键修

改亮度级别（1～5 级）。修改完毕按【OK】键确认修改，界面返回到“参数设

置”界面。如果不想修改，则可通过【LEFT】【RIGHT】键移动光标，光标移动

到“返回”后，按【OK】键退出“屏幕亮度”设置界面，返回到“参数设置”

界面。 

 

存储周期最小为 10 秒，这时测试数据将按照设定周期保存在 SD 卡上，出厂默认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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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屏幕亮度设置 

第2节 校准修正 

在“参数设置”主界面，选择“校准修正”选项，进入“密码输入”界面。

此界面密码为【UP】、【DOWN】、【LEFT】、【LEFT】、【DOWN】

【UP】，依次按下对应的按键，最后进入“校准修正”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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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密码输入界面 

进入“校准修正”界面后，界面允许对空气温度、湿球温度、黑球温度、相

对温度进行校准。 

 
图 4.8 修正校准界面 

按【LEFT】或【RIGHT】键可以移动光标，把光标移动到需要修改的数值

时，按【UP】或【DOWN】键可完成修改。 



  www.jantytech.com 

 22 

例如：修改某通道的温度，则数值改完后，光标落在这个温度值上按

【OK】键进行修正，第一次按【OK】键，界面左下方会出现“确认校准”提

示，如果确定要修改，则再次按下【OK】键，即可完成修改，此时界面返回到

“参数设置”界面。如果不修改，则通过【LEFT】或【RIGHT】键将光标移到

“返回”，按【OK】键即可退出“校准修正”界面，返回到“参数设置”界面。

每一项数据需要修正的话，都需要进行上述操作。同时，校准时间会显示最后完

成校准操作的时间。 

 

 

  

 

各通道校准，需在标准计量实验室进行，或具备标准的计量校准装置条件下方可进

行校准修正，否则可能会引起较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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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导出数据 

测试数据存储在 SD 内，可通过 PC 机 USB 接口导出。仪器自动识别为 U

盘，可作为移动存储设备进行操作。系统以“年月日”方式命名文件夹，例如：

2022 年 3 月 9 日数据存放在 JT2022 20220309 文件夹中。以“时分”方式命

名文件名，例如：2022 年 3 月 9 日 13 点 23 分的文件命名为 JT2022 13-

23.CSV。数据存储格式为逗号分割（CSV）文件，可以直接用 Excel 或记事本

软件打开。 

 
图 5.1 打开的数据文件 

数据文件中，第一列是数据记录时间（年月日时分秒），该时间即为存储数

据的时间点，所存储数据为对应该时刻的实时值。同时，相邻两个时间点的间

隔，即为用户在“参数设置”中设置的“存储周期”，每组数据都是按照设置的

时间间隔进行定时自动存储记录。后面各列分别为空气温度（Ta1），黑球温度

（Tg1），湿球温度（Tnw1)，相对湿度(RH1)，室内WBGT（WBGTin1），室外

WBGT（WBGTout1）。 

例如：Ta1（℃）则代表空气温度，单位为℃，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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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PC 端处理软件 

第1节 软件概述 

软件功能 

JTSOFT-MT管理软件是用于下载测试数据、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计

算，实现基本的统计分析，实现部分重要指标的计算，如WBGT、PMV/PPD

等。也可依据相关标准进行基本的评价。该软件为建通科技推出的便携仪表通用

软件，主要提供以下功能： 

⚫ 实时监测、展示、存储仪器测试数据。 

⚫ 检索、下载、保存和使用仪器记录的数据。 

⚫ 根据选定的时间间隔计算数据。 

⚫ 基于多种评价标准计算测试结果，生成评估报告。 

数据管理软件程序，可为用户提供以下测试仪器采集数据，下载数据，统计

分析，标准化计算等功能： 

⚫ JT2020多功能测试仪 

⚫ JT2021温湿度测试仪 

⚫ JT2022黑球湿球温度(WBGT)指数仪 

⚫ JT2023风速测试仪 

⚫ JT2024照度测试 

软件的部分功能需要配合相应测试仪的测试数据。 

软件安装 

首先从 U 盘或其它存储设备中找到安装软件运行程序 JTSOFT-MT 

Setup.exe，双击运行安装。 

本仪器配套软件，需要Windows 7 及以上操作系统版本。双击安装文件

中图标 运行软件，出现如下安装界面，在对话框中选择安装路径，点击

“安装”，开始安装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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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开始安装 

软件安装过程中有进程提示，请勿中断运行，安装完成后会出现“完成”提

示界面。 

 

图 6.2 安装进程及完成界面 

软件安装完成后，桌面会出现 图标，点击该图标即可运行软件。在打

开的界面中，选择对应的设备型号即可。 

第2节 软件使用 

软件可下载导入主机存储的数据、并可输出统计分析结果。软件具备专业的

计算能力，如WBGT热指数、舒适性 PMV计算等功能（需配合相应的测试仪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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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软件主界面 

菜单按钮功能说明 

 

 
图 6.4 按钮图标 

A. 导入文件图标：单击图标导入. csv格式数据文件，进行数据分析。 

B. 删除选中行数据图标：选中欲删除数据，单击图标删除该条数据内容。 

C. 导出文件图标：单击图标导出当前数据内容，支持.csv和.xlsx格式。 

D. 导出图表图标：单击图标导出当前数据的图表，支持 JPG 和 PNG 格式。 

E. 服装热阻和新陈代谢计算图标：单击图标可进行人员着装和代谢率计算。 

F. 舒适环境评价图标：单击图标可进行环境舒适性相关指标评价。 

G. 炎热环境评价图标：单击图标可进行炎热环境下的相关指标评价。 

H. 寒冷环境评价图标：单击图标可进行寒冷环境下的相关指标评价。 

导入导出数据文件 

可使用设备存储数据文件进行分析计算，点击按钮  可向软件导入相应

文件，在弹出的文件选择对话框中选择需要导入的设备文件，支持.csv 格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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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最后打开数据管理界面。 

 
图 6.5 导入文件类型对话框 

 
图 6.6 导入数据后的数据管理界面 

为保证最终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对于最终用于计算的数据，如果出现数值误

差较大的个别数据，可点击按 钮进行删除操作，点击按钮后会提示是否删

除选中数据，点击【是(Y)】即可删除当前选中数据，点击【否(N)】则取消删除

数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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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删除数据确认界面 

软件界面展示的图表信息为当前数据的可视化统计，当导入测试数据文件

后，可自动生成数据曲线图表。可点击按钮 将图表信息导出图片使用，支

持 JPG 和 PNG 格式，选择需要的格式后，在对话框中输入图片名称和文件存储

路径即可将图表保存成相应格式的图片文件。 

 
图 6.8 图表曲线保存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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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当前数据文件另存为通用格式的 Excel 文件进行备份或其他用途，点击

按钮 选择导出文件格式即可，支持.csv和.xlsx格式。 

 
图 6.9 选择数据文件的保存格式 

 
图 6.10 数据保存对话框 

服装热阻和新陈代谢率计算 

点击按钮 在弹出窗体可以进行人体不同着装和活动情况下的服装热阻

和新城代谢率，代谢产热等指标的计算。可按照【详细服装】，【工作服装】，【典

型服装】和【日常服装】四种类型进行选择，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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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详细服装  

 
图 6.12 工作服装 

图例中，有男性和女性可选，有各种衣服形式可选，也有不同衣服组合的穿

衣形式，加上人体穿着图样可供参考。选择好穿衣状态后，软件自动计算相对应

的衣服热阻，单位 clo 或㎡.c/w，自动显示在界面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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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典型服装 

 
图 6.14 日常服装 

软件内置不同活动类型下的新城代谢率相关标准数据，用户可按照【典型活

动】和【工作类型】两种不同的活动类型进行选择，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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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5 典型活动类型 

 
图 6.16 工作类型 

计算结束后点击【确定[OK]】按钮可将当前服装热阻值和新陈代谢率结果保

存进行不同热环境下的相关指标计算评价。点击【取消[Cancel]】按钮结束当前

操作，关闭窗口。 

不同热环境下相关指标评价计算 

热环境评价有多种标准和方法，本仪器及配套软件都是基于人体热平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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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的计算，即仅限 ISO7730 标准规定的热舒适性指标 PMV/PPD进行计算

评价，基本分为炎热环境和寒冷环境。参与计算的参数有物理环境参数：空气温

度、相对湿度、辐射温度、风速；主观因素餐参数：衣服热阻 clo 和新陈代谢率

met 。 

1. 炎热环境（仅限 JT2022 黑球湿球温度(WBGT)指数仪和 JT2220

多功能测试仪） 

点击按钮 在弹出窗体可以进行炎热工作环境下室内，室外WBGT 指数

的计算，并根据【ISO7243 国际标准】，【Navy 美国海军标准】，【ACGIH 美国

政府工业卫生学家会议标准】，【EPRI 美国电力研究所标准】等多种评价标准进

行不同劳动强度下的工作时间计算。 

 
图 6.17 炎热环境评价 

用户可根据导入的数据文件内容，选择与之对应的数据参数进行计算，通过

选择不同时间段截取需要参与计算的数据，并根据【平均值[Avg]】、【最大值

[Max]】、【最小值[Min]】三种方式统计参与计算的参数数值，如图 6.2.22 所

示。点击 按钮可根据所选择的时间范围查询测试数据，相关数值选择

完毕后点击 按钮即可完成WBGT指数的计算和评价，点击

按钮可生成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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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 计算参数选择界面 

 
图 6.19 热指数测试报告 

2. 寒冷环境（仅限 JT2220 多功能测试仪） 

点击按钮 在弹出窗体可以进行寒冷工作环境下极限暴露时间，恢复时

间，风寒温度等指标的适宜数值和最低限值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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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 寒冷环境评价 

用户可根据导入的数据文件内容，选择与之对应的数据参数进行计算，通过

选择不同时间段截取需要参与计算的数据，并根据【平均值[Avg]】【最大值

[Max]】【最小值[Min]】三种方式统计参与计算的参数数值，如图 6.2.24 所示。

点击按钮 可根据所选择的时间范围查询测试数据，相关数值选择完毕

后点击按钮 即可完成 Tu，DR，WCI，WCT 等指数的计算和评价，点

击按钮 可生成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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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寒冷指数测试报告 

3. 舒适环境（仅限 JT2220 多功能测试仪） 

点击按钮 在弹出窗体可以进行测试环境下的舒适性指标评价，基于

ISO 7730 标准，通过测试数据计算 PMV( Predicted Mean Vote ,预测平均投

票数)和 PPD(Predicted Percentage Of Dissatisfied，不满意者的百分数)指数

模型，评价室内热环境的热舒适状态。 

 
图 6.22 舒适环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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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根据导入的数据文件内容，选择与之对应的数据参数进行计算，通过

选择不同时间段截取需要参与计算的数据，并根据【平均值[Avg]】【最大值

[Max]】【最小值[Min]】三种方式统计参与计算的参数数值，如图 6.2.27 所示。

点击按钮 可根据所选择的时间范围查询测试数据，相关数值选择完毕

后点击按钮 即可完成 PMV-PPD 指数的计算和评价，点击按

钮可生成测试报告。 

 
图 6.23 计算参数选择界面 

 
图 6.24 舒适度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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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仪器维护 

第1节 仪器使用 

1. 主机不适用高湿环境（易结露的环境）长期使用，容易引起主机的损坏。 

2. 本仪器不适用长期室外无遮挡的环境使用，不能淋雨或长时间爆晒。 

3. 请勿使用高于或低于DC5V 的非本机所配置电源适配器进行充电。 

第2节 仪器保存 

1. 设备长时间不使用时，需将关机保存，定期（3 个月）充满电试用后再保

存。 

2. 仪器应保存在阴凉干燥处，避免潮湿环境及易产生霉菌的环境，会影响湿

度。 

3. 严禁将设备放置在有挥发性有机物的环境，如不干胶带、酒精、稀料等物

质。这一类物质对湿度传感器精度有严重影响。 

4. 有水湿球测试完毕后倾倒水杯中剩余水分，再放入包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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