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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设备概述 

第1节 产品应用 

JT2023 速仪采用热敏风速探头，其工作原理为风冷却原理，可选择全向型

（无指向）（JT2023A 型）或定向性风速探头（JT2023B型）,全向型风速探头

在测量时无需转动探头方向即可正确读数，定向性风速探头需要在测量时转动探

头以找到最大读数方可读取正确测量值。JT2023 微风速仪属精密级产品，在职

业卫生、建筑、工业、农业等领域应用广泛，主要应用在低风速、高精度场合，

如测量建筑室内气流场、烟草生产车间风速监测、制茶车间等，探头同时可输出

风速及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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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标准： 

⚫ 《GBZ/T 194-2007 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 

⚫ 《GBZ/T 189.1-2007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该仪器主要可应用于如下领域： 

⚫ 定向风速：空调管道风速、风温测量、检修；新风系统进/回风口风

速、温度测量、检修；工厂、车间通风效率测量 

⚫ 全向风速：洁净室气流控制；生物安全柜高精度气流测量；公共场所

气流扰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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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基本信息 

JT2023 基本外形特征及尺寸图。 

 
图 1.1 外形尺寸图 

本产品可接入传感器类型及测试指标参见下表。 

主机技术参数 

参数名称 技术参数 

规格型号 JT2023A 风速测试仪（全向） JT2023B 风速测试仪（定向） 

产品图 

  
风速 

测量范围 
0-5m/s 0-20m/s 

精度 
0.05-2.0m/s 

±(0.05 m/s+2%读数); 
±(0.1m/s±2%读数) 

1
7
5

m
m

 

92mm 3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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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m/s 

±(0.1 m/s±2%读数) 

分辨率 0.01m/s 

传感器 

类型 
热球式 

温度 

测量范围 
-20～70°C 

温度精度 ±0.5℃ 

温度 

分辨率 
0.1℃ 

存储间隔 1 秒～60 分钟可调 

显示屏 3.5 英寸液晶显示屏，可显示测量数值及测量曲线 

测量指标 风速温度 

数据存储 SD 存储卡 

电池 充满后待机时间 36 小时 充满后待机时间 48 小时 

数据 

传输接口 
Micro USB 

软件 JTSOFT-MT 

语言选项 中文/English 

外观尺寸 175 X 92 X 3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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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探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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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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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设置一个 6 芯航空插座，可接入一个全向风速探头或一个定向风速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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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芯航空插座 3：1/4 英寸接口 

 4：电源开关按键 5：操作按键 6：腕带接口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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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顶部和底部接口 

1：6 芯航空插座 2：USB 接口 

第2节 数据处理 

JT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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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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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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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充电指示 

 

设备安置 

JT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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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节 基本操作 

传感器连接 

JT2023 可连接一个全向风速探头或一个定向风速探头，两种探头的接口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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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传感器接口 

按键功能 

JT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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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中圈出的部分为

插座上的限位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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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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界面，显示三

个不同单位的平均风速值（m/s、m/min、km/h）（平均周期在“参数设置”

界面设置）、温度等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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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在“测试”页面按【LEFT】或【RIGHT】键即可进入“数据统计”页

面。统计风速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并显示风速平均值的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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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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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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6 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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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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延时启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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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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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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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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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亮度”、”平均周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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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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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周期 

在“参数设置”主界面，选择“平均周期”选项，进入平均周期设置，如下

图所示。该功能主要用来设置”测试“页面显示的平均风速值的平均周期。可以

按【UP】或【DOWN】键修改平均周期（1～10 秒）。修改完毕按【OK】键确

认修改，界面返回到“参数设置”界面。如不修改，保持值不变，按【OK】键

即可回到”参数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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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平均周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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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数据存放在 JT2023 20220415 文件夹中。以“时分”方式

命名文件名，例如：2022 年 4 月 15 日 15 点 12 分的文件命名为 JT2023 15-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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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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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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各列分别对应风速和温度值。 

例如：WS（m/s）则代表风速，单位为m/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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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jantytech.com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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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