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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世纪建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始创于 2002 年，是国内较

早从事声、光、热环境监测技术自主开发的厂家。十多年来，公司

始终致力于环境监测传感器、环境监测智能仪表的开发，具有深厚

的技术积淀。建通科技目前拥有专业的校准实验室和生产基地，同

时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数十项专利及数十项软件著作权等，参

与了近十个国家及行业标准的编制，承担了多项北京市科委扶持的

科研项目。建通科技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丰台区“专精特新企

业”，连续多年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 

建通科技总部位于北京市丰台科技园总部基地，拥有 600m2

办公场所，生产基地位于中关村和谷工业园，拥有总面积 2000m2

的生产车间和校准实验室等。 



 

 

 

  

建通科技  生产基地位于涿州中关村和

谷工业园，基地建有专业的热工校准实验

室、光学校准实验室、洁净室、老化室及精

密仪器生产车间等。其中校准设备有高、

中、低速风洞、12 米光轨、恒湿恒湿箱、

多台恒温槽、高温黑体炉等多种校准设备。

可完成风速、风向、温度、温湿度、辐射热、

太阳辐射、热流、照度等参数的校准。 
 生产基地大楼 

 生产车间 

 风速及热工校准设备 

 光轨  黑体炉 

 恒温恒湿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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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全向微风传感器 

 产品简介 

2020—21 全向风速传感器，是基于小尺寸高灵敏度的热敏电阻测温原理开发而成的

专业微风速传感器。该传感器采集周期小于 0.1 秒，能够快速捕捉微小风速的变化。符

合 ISO7726 和 ISO7730 中对环境风速测试的要求。其高灵敏度、高稳定性、高响应

速度的特点，特别适合微小空气流动、动态变化大的场景。 

传感器采用杆状结构，预留延长线接口，顶端外露热敏电阻，附带有可拆卸式保护球

笼，可无方向性测试全方位风速。内置工业级采集电路，并具备 RS485 通信接口，方

便用户使用。 

 

 

 应    用    

专业风速仪表、手持风速仪表、多通道风速仪器、系统集成等。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热球式  

测试范围 0.05—5m/s  

测试精度 ±(0.03 m/s+2%读数)  

采集频率 ＜10Hz  

输出信号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  

供电电压 DC5V  

额定功耗 0.6W，＜120mA  

使用环境 -20—70°C；0—90%RH  

温度补偿 0—80°C  

基本尺寸 Φ15X 210mm（不含防护球笼） 结构形式可定制 

接口形式 标准 M12X0.7 六芯航空接头  

防护等级 IP54  

配    件 

防护球笼 标配 

防护帽 标配 

引  线：长 2 米，带 M12X0.7 六芯航空接头,一端裸

线 
可定制 

  室内环境监测传感器 

无方向性 

高灵敏度 

快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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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402 全向风速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402 全向风速传感器，是基于全向风速传感器基础上开发的工业级风

速传感器，将原多路模拟信号处理为标准信号输出。传感器采用分体结构，

传感器部分为杆状结构，带球笼式防护罩，通过引线和变送电路连接。变

送电路实现了标准 RS485 MODBUS 协议输出，也可选 4—20mA 信号输

出，方便使用。 

机壳采用防水设计，传感器与机壳通过防水接头连接，也可选对接头连接

形式，（默认规格为无对接头形式），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导轨安装与壁

挂安装两种安装方式，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风速测试的任意场所。 

符合 ISO7726 和 ISO7730 中对环境风速测试的要求。 

 

 应    用     

暖通空调、烟草生产、专业场所定制风速测试项目等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热球式  

测试范围 0.05—5m/s 可定制到 10m/s 

测试精度 ±(0.03m/s+2%读数)  

采集频率 ＜10Hz  

输出信号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4—20mA  

供电电压 DC24V（15—26V）  

额定功耗 0.6W，＜30mA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温度补偿 0—80°C  

基本尺寸 Φ8X194mm（不含防护罩） 结构形式可定制 

接口形式 内置接线端子，裸线接头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防护罩 标配 

防护帽 标配 

引  线：长 2 米,一端裸线 可定制 

无方向性 

高灵敏度 

快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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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标定制全向风速传感器 

 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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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通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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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用 

特定的微风速测试行业，如机车、船舶、飞机舱室、厢体等特殊封闭场所的空间微风速测试。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热球式  

测试范围 0.05—5m/s 可定制到 10m/s 

测试精度 ±(0.03m/s+2%读数)  

采集频率 ＜10Hz  

输出信号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  

供电电压 DC24V（15—26V）  

额定功耗 0.6W，＜30mA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温度补偿 0—80°C  

基本尺寸 定制  

接口形式 内置接线端子，裸线接头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防护帽 标配 

引  线：长 30cm,一端裸线 可定制 

无方向性 

高灵敏度 

快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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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202 温湿度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202 温湿度传感器采用进口温湿度芯片作为核心传感元件，采用传统杆状传感器结构，内置高分子材料过滤组件，保护

传感器的正常工作。传感器和采集电路一体化设计，机壳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等，实现标准

RS485 MODBUS 协议输出。 

传感器所有结构配件都为建通科技自主模具生产，外观设计简洁，有着良好的环境融入效果，导轨安装与壁挂安装两种安

装方式，可灵活布置。传感器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建筑、工业、暖通等各种需对温湿度进行常规测试、监测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湿敏芯片  

测试范围 湿度 0—100%；温度-20—70°C  

测试精度 湿度 3%；温度±0.5°C  

输出信号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  

供电电压 DC24V（15—26V）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安装形式 壁挂，轨道安装  

基本尺寸 75X75X33mm（不含传感器部分） 结构形式可定制 

接口形式 内置接线端子，裸线接头  

防护等级 IP65  

颜    色 哑光白，蓝色密封圈  

材    质 ABS  

配    件 引  线：长 2 米,一端裸线 线长可定制 

高防护性 

高 品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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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113 黑球温度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113 黑球温度传感器为针对室内场所环境中的辐射温度进行准确测量而开发的传感器。该传感器以高精铂电阻作为核

心传感元件，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并作标准 RS485 MODBUS 协议输出，方便进行二次开发。黑球为 50mm

标准直径的空心薄壁铜球（根据需求可选 150mm 直径），表面喷涂辐射率高达 98%的特殊涂层，响应灵敏。外壳采用防

护等级为 IP65 的工业外壳，可选导轨及壁挂两种安装方式，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建筑工地、厂房、电力、高温炉体等对环境辐射温度有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PT100 可增选 1 路空气温度 

测试范围 0—100°C  

测试精度 ±0.5°C  

输出信号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  

供电电压 DC24V（15—26V）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限电路部分 

0—100°C 限传感器部分 

安装形式 壁挂，轨道安装  

结构形式 默认结构为传感器及采集电路一体化 可定制分体式 

基本尺寸 
黑球直径 50mm 可选 150mm 

变送器机壳 120X70X50mm  

接口形式 内置接线端子，裸线接头 可定制接头形式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引  线：4 芯护套线，长 2 米,一端裸线 线长可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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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701 噪声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701 选用高灵敏度传声器作为核心传感元件，内置专业声学采集电路，实现高频高精度采集，按专业标准要求计算为为

A 计权的积分声压级。同时也可选配倍频程分析功能，以满足有频谱分析要求的用户需求。本传感器具备标准 RS485 

MODBUS 协议输出，方便用户集成使用。 

外观设计简洁，有着良好的环境融入效果，导轨安装与壁挂安装两种安装方式，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公共环境、生产车间、校园环境、居住等环境在线噪声测试、监测。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测试传声器  

测试范围 30—130dB(A)  

频响范围 20—20000Hz  

测试精度 ±1dB  

频率计权 A 计权  

频谱分析 1/1 倍频程分析 选配功能 

供    电 DC24V  

接    头 裸线头  

安装方式 壁挂式  

外型尺寸 75X75X33mm（不含传感器部分）  

输    出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  

使用环境 -20—70°C  

配    件 
防风防护罩 标配 

引  线：长 2 米,一端裸线 可定制 

积分声压 

频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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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704 面板式噪声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704 将高灵敏度传声器做面板式接入设计，适用于要求隐蔽布线的场

所、狭小场所或多参数测试系统的集成，传感器外观为直径 24mm，螺

距 1.5mm 的外螺纹圆柱体，材质为不锈钢。传感器及外围电路做整体设

计封装。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声信号输出为 A 计权的积分

声压级，也可选配倍频程分析功能，做标准 RS485 MODBUS 协议输出，

方便进行二次开发。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

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公共环境、工业环境、校园环境、居住环境、设备噪声等对有噪声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测试传声器  

测试范围 30—130dB(A)  

频响范围 20—20000Hz  

测试精度 ±1dB  

频率计权 A 计权  

频谱分析 1/1 倍频程分析 选配功能 

供    电 DC24V  

接    头 裸线头  

安装方式 面板式，M24X1.5 螺纹接口 结构形式可定制 

外型尺寸 93X24mm  

输    出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 输出值为 LAeq 

使用环境 -20—70°C  

配    件 
M24X1.5 螺母两个 标配 

引  线：长 2 米,一端裸线 可定制不同长度 

 

积分声压 

频谱分析 

面板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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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2802 空气质量监测盒 

 产品简介 

JT2802 内置高灵敏度的温度、湿度、PM2.5、CO2等（根据需求可扩展 TVOC、甲醛、CO 传感器）多种空气质量及环

境监测传感器，内部气路设计合理，无方向性要求保证测试的准确性。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响应快速，做

标准 RS485 MODBUS 协议输出，方便进行二次开发。外观设计美观大方，多开孔造型面板设计新颖，有着良好的环境

融入效果。彩色 LED 预警显示，亮度可通过触控调节以适应环境。台面摆放壁挂安装两种安装方式，适用于需进行长期

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公共环境、建筑环境、校园环境、居住环境等对环境空气质量有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     明 

测试参数 温度、湿度、PM2.5、CO2 可选配 TVOC、甲醛、CO 等 

测试范围 
温度 0—60°C；湿度 10—90%； 

PM2.5  0—999μg/m; CO2  0—5000ppm 
 

测试精度 
湿度  3%；温度 ±0.5°；CO₂ ±50 ppm； 

PM2.5 ±10%读数 
 

输出信号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 可选 Wifi 或 LoRa 

供电电压 DC5V  

使用环境 -10—50°C；10—90%RH  

基本尺寸 150X150X40mm 结构形式可定制 

安装形式 壁挂或台式  

显示方式 彩色 LED 灯显示 标配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电源适配器 标配 

多参数 

高稳定 

可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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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R08ZI 无线温湿度记录仪（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R08ZI 选用测试级精度的温湿度芯片式传感器作为核心传感元件，采用整体封装结构，多开孔半圆柱造型面板保证气

路通畅，无方向性要求。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响应迅速，可选 ZigBee 及 WiFi 无线模式，方便连接的同时

也免去繁琐的布线工作。记录仪功能，可设置存储间隔，保证在断网等特殊情况下测试数据不丢失。低功耗设计保证传

感器长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有着良好的环境融入效果，导轨安装与壁挂安装两种安装方式，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

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公共环境、建筑环境、校园环境、居住环境等对环境温湿度有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湿敏芯片  

测试范围 湿度 0—100%；温度-20—85°C  

测试精度 湿度 3%；温度±0.5°C  

输出信号 ZigBee 可选 Wifi 

唤醒间隔 20s—60min  

存 储 量 20000 组  

供电电压 DC5V  

续航时间 
＞2 个月 无线关闭，5 分钟存储 

＞15 天 ZigBee 无线，5 分钟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安装形式 壁挂，轨道安装  

基本尺寸 154X80X40mm 结构形式可定制 

接口形式 Type C  

配    件 
壁挂卡件 标配 

DC5V 适配器 标配 

 

PAGE09 



 

 

 

JTR22ZI 无线 CO2 记录仪（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R22ZI 选用高精度的二氧化碳传感器作为核心传感元件，采用整体封装结构，多开孔半圆柱造型面板保证气路通畅，无

方向性要求。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响应迅速，可选 ZigBee 及 WiFi 无线模式，方便连接的同时也免去繁琐

的布线工作。记录仪功能，可设置存储间隔，高达 20000 组的存储空间可确保在断网等特殊情况下测试数据不丢失。低

功耗设计保证传感器长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有着良好的环境融入效果，导轨安装与壁挂安装两种安装方式，适用于需

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公共环境、建筑环境、校园环境、居住环境等对环境二氧化碳有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红外传感器  

测试范围 400—2000ppm  

测试精度 ±(50ppm+3%读数)  

输出信号 ZigBee 可选 Wifi 

存储容量 ＞20000 组  

供电电压 DC5V  

续航时间 
＞7 天 无线关闭，5 分钟存储 

＞36 小时 ZIGBEE 无线，5 分钟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安装形式 壁挂，轨道安装  

基本尺寸 154X80X40mm 结构形式可定制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电源适配器 标配 

     供电与数据通信电线 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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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R23Z 无线 PM2.5 记录仪（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R23Z 选用高精度的 PM2.5 传感器作为核心传感元件，采用整体封装结构，多开孔半圆柱造型面板保证气路通畅，无方

向性要求。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响应迅速，可选 ZigBee 及 WiFi 无线模式，方便连接的同时也免去繁琐的

布线工作。记录仪功能，可设置存储间隔，高达 20000 组的存储空间可确保在断网等特殊情况下测试数据不丢失。低功

耗设计保证传感器长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有着良好的环境融入效果，导轨安装与壁挂安装两种安装方式，适用于需进

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公共环境、建筑环境、校园环境、居住环境等对环境 PM2.5 有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激光散射  

测试范围 0—1000ug/m3  

测试精度 ±10%读数  

存储容量 ＞20000 组  

输出信号 ZigBee 可选 Wifi 

供电电压 DC5V  

续航时间 
＞15 天 无线关闭，5 分钟存储 

＞5 天 ZigBee 无线，5 分钟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基本尺寸 154X80X40mm 结构形式可定制 

安装形式 壁挂或台式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电源适配器 标配 

供电与数据通信电线 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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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G01ZI 无线照度记录仪（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G01ZI 选用高精度的光电传感器作为核心传感元件，采用整体封装结构，半圆柱造型面板保证无周围杂光反射影响测

试。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响应迅速，可选 ZigBee 及 WiFi 无线模式，方便连接的同时也免去繁琐的布线工

作。记录仪功能，可设置存储间隔，高达 20000 组的存储空间可确保在断网等特殊情况下测试数据不丢失。低功耗设计

保证传感器长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有着良好的环境融入效果，导轨安装与壁挂安装两种安装方式，适用于需进行长

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公共环境、建筑环境、校园环境、居住环境等对环境照度有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    明 

传 感 器 光敏电池  

测试范围 0—10000Lux  

测试精度 ±4%读数  

存储容量 ＞20000 组  

输出信号 ZigBee 可选 Wifi 

供电电压 DC5V  

续航时间 

 

＞20 天 无线关闭，5 分钟存储 

＞6 天 ZigBee 无线，5 分钟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基本尺寸 110X80X40 结构形式可定制 

安装形式 壁挂或台式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电源适配器 标配 

充电与数据通信电线  

快速响应 

一级精度 

V(λ)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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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801 照度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801 选用高精度的光电传感器作为核心传感元件，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并做标准 RS485 MODBUS 协

议输出，方便进行二次开发。外观设计简洁，有着良好的环境融入效果，导轨安装与壁挂安装两种安装方式，整体防护

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公共环境、建筑环境、校园环境、居住环境等对环境照度有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    明 

传 感 器 光敏电池  

测试范围 0—10000Lux  

测试精度 ±4%读数  

输出信号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4—20 mA  

供    电 DC24V  

接    头 裸线头  

安装方式 壁挂式  

外型尺寸 75X75X33mm（不含传感器部分）  

输    出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  

使用环境 -20—70°C  

防护等级 IP54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引  线：长 2 米,一端裸线 可定制 

 

 

 

一级精度 

V(λ)修正 

快速响应 

PAGE13 

 



 

 

 

 

 第二部分 室外环境监测传感器 

JTR08ZO 室外无线温湿度记录仪（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R08ZO 选用测试级精度的温湿度芯片式传感器作为核心传感元件，传感器采用户外专业防护罩封装，气路通畅，无方

向性要求，内置高分子材料过滤组件，杜绝因湿度过高结露导致传感器损坏的情况。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

响应迅速，可选 ZigBee 及 WiFi 无线模式，方便连接的同时也免去繁琐的布线工作。记录仪功能，可设置存储间隔，保

证在断网等特殊情况下测试数据不丢失。低功耗设计保证传感器长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有着良好的环境融入效果，

壁挂安装方式，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的任意室外场所。 

 

 应用 

公共环境、建筑环境、校园环境、居住环境等对环境温湿度有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     明 

传 感 器 湿敏芯片  

测试范围 湿度 0—100%；温度-20—70°C  

测试精度 湿度 3%；温度±0.5°C  

存储容量 ＞20000 组  

输出信号 ZigBee  

续航时间 
＞2 个月 无线关闭，5 分钟存储 

＞15 天 ZigBee 无线，5 分钟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安装形式 壁挂安装  

基本尺寸 100X190X211mm 结构形式可定制 

接口形式 内置接线端子，裸线接头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防护百叶罩 标配 

引  线：长 2 米,一端裸线 可定制 

专业防护 

高 续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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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705 室外噪声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705 选用高灵敏度传声器作为核心传感元件，采用不锈钢杆状封装，顶部外装专

用室外海绵对传感器进行保护，并起到降低风噪的作用，三叉型防鸟落结构可减少测

试过程中因飞禽降落带来的干扰。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声信号输出为 A

计权的积分声压级，响应快速，也可选配倍频程分析功能，做标准 RS485 MODBUS

协议输出，方便进行二次开发。外观设计简洁，有着良好的环境融入效果，面板式螺

纹接口安装方式，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的任意室外场所。 

 

 

 应    用 

公共环境、工业环境、校园环境、居住环境等对有噪声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   明 

传 感 器 测试传声器  

测试范围 30—130dB(A)  

频响范围 20—20000Hz  

测试精度 ±1dB（二级）  

频率计权 A 计权  

频谱分析 1/1 倍频程分析 选配功能 

供    电 DC24V  

接    头 裸线头  

安装方式 面板式，螺纹接口  

外型尺寸 Φ70X390mm 结构形式可定制 

输    出 RS485  

使用环境 -20—60°C  

配    件 
海绵防护罩 标配 

引  线：长 2 米,一端裸线 可定制 

 

积分声压 

专业防护 

快速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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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401—5 气象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401—5 选用高灵敏度超声波元器件及

高灵敏度温湿度芯片作为气象站的核心传

感元件，对温度、湿度、风速、风向、气压

进行一站式采集。内置电路采用高精AD芯

片模块，声信号输出为 A 计权的积分声压

级，响应快速，也可选配倍频程分析功能，

做标准 RS485 MODBUS 协议输出，方便

进行二次开发。传感器采用一体化设计，最

大程度上减少了外露接线的数量及周围安

装卡具的阻挡，提升了测试精度。外观设计

简洁美观，有着良好的环境融入效果，套筒

式安装方式，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6，适用

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的任意室外场所。 

 

 应    用 

公共环境、校园环境、居住环境、气象环境等对有多参数气象指标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    明 

传 感 器 超声波  

测试范围 
风速 0—60 米/秒；风向 0—360°;温度 -40—80℃；湿

度 0—100% RH;气压 10—1100hpa 
 

测试精度 

风速±0.3m/s 或读数的 3%，两者中取较大者 

启动风速：≥0.1 米/秒,分辨率 0.1 米/秒 ； 

风向精确性± 3°； 

温度±0.5℃； 

湿度 3%； 

气压 ±0.5hpa 

 

输出信号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  

供电电压 DC24V  

使用环境 -40—80°C；0—100%RH  

基本尺寸 Φ140X210mm 结构可定制 

安装形式 立式，内孔  

接口形式 航空插头  

防护等级 IP66  

配    件 引  线：长 5 米,一端裸线 标配 

 

 

PAGE16 

 



 

 

 

 

 第三部分 能源环境与能耗监测传感器 

JT1503 太阳辐射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503 采用我司自主研发的一级精度太阳总

辐射传感器为核心，采用符合国家、国际标准

的碟形外观设计，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周围杂光

对传感器的影响，传感器底部有英制 1/4 英寸

内螺纹接口，方便转接。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信号处理模块，做标准 RS485 

MODBUS 协议输出，方便进行二次开发。采

集器外观设计简洁美观，壁挂式安装方式，整

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

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光伏电站、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气象环境等

对太阳总辐射指标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

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热电堆  

测试范围 0—2000W/m2  

测试精度 符合国家一级表精度标准  

输出信号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  

供电电压 DC24V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基本尺寸 
131X70X50mm 变送器部分 

Φ184X76.5mm 传感器部分 

安装形式 英制 1/4 螺纹接口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充电与数据通信电线  

 

一级精度 

标准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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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R05Z 无线太阳辐射记录仪（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R05Z 采用我司自主研发的一级精度太阳总辐射传感器为核心，采用符

合国家、国际标准的碟形外观设计，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周围杂光对传感

器的影响，传感器底部有英制 1/4 内螺纹接口，方便转接。内置电路采

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响应迅速，可选 ZigBee 及 WiFi 无线模式，方便

连接的同时也免去繁琐的布线工作。记录仪功能，可设置存储间隔，高达

20000 组的存储空间可确保在断网等特殊情况下测试数据不丢失。低功

耗设计保证传感器长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有着良好的环境融入效果，

壁挂安装两种安装方式，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

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光伏电站、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气象环境等对太阳总辐射指标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感 器 热电堆  

测试范围 0—2000W/ m2  

测试精度 符合国家一级表精度标准  

存储容量 ＞20000 组  

输出信号 ZigBee 可选 Wifi 

续航时间 
＞2 个月 无线关闭，5 分钟存储 

＞15 天 ZigBee 无线，5 分钟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基本尺寸 
110X83X45mm 变送器部分 

Φ184X76.5mm 传感器部分 

安装形式 壁挂或台式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电源适配器 标配 

充电与数据通信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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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502 热流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502 采用我司自主研发的表面热流传感器为核心，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信号处理模块，做标准 RS485 

MODBUS 协议输出，方便进行二次开发。采集器外观设计简洁美观，壁挂式安装方式，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

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建筑节能、管道热损、工业节能、热泄露、节能监察等对热流指标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热流传感器  

测试范围 -2000—+2000W/ m2  

测试精度 ±5%读数  

输出信号 LoRa  

供电电压 内置电池组 DC3.7V，充电 DC5V  

续航时间 1 年（10 分钟工作一次）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基本尺寸 
120X70X50mm 变送器部分 

110X54X3mm 传感器部分 

安装形式 壁挂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电源适配器 标配 

充电与数据通信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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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R01Z 无线热流记录仪（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R01Z 采用我司自主研发的表面热流传感器为核心，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响应迅速，可选 ZigBee 及 WiFi

无线模式，方便连接的同时也免去繁琐的布线工作。记录仪功能，可设置存储间隔，高达 20000 组的存储空间可确保在

断网等特殊情况下测试数据不丢失。低功耗设计保证传感器长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有着良好的环境融入效果，壁挂安

装方式，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建筑节能、管道热损、工业节能、热泄露、节能监察等对热流指标测试、监测要求的行业及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热流传感器  

测试范围 -2000—+2000W/ m2  

测试精度 ±5%读数  

存储容量 ＞20000 组  

输出信号 ZigBee 可选 Wifi 

供电电压 内置电池组 DC3.7V，充电 DC5V  

续航时间 1 年（10 分钟工作一次）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基本尺寸 
110X83X43mm 变送器部分 

110X54X3mm 传感器部分 

接口形式 Type C  

安装形式 壁挂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电源适配器 标配 

充电与数据通信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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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环境与安全监测传感器 

JT1504 辐射热传感器 

 产品简介 

辐射热传感器采用我司自主研发的高灵敏度热电堆为核心，传感器采用表面做哑光处理金属外壳做封装，采用分体设计，

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等，响应迅速，并做标准 RS485 MODBUS 协议输出，也可选 4—20mA

信号输出，方便进行二次开发。低功耗设计保证传感器长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极具质感，壁挂及台式两种安装方式，

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职业卫生、生产环境、暖通空调、劳动保护、可燃性试验热流、传热研究、材料开发和窑炉开发等领域。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热电堆  

测试范围 -2000—+2000W/ m2  

测试精度 ±5%读数  

输出信号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4—20 mA  

供电电压 DC5V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采集部分 

-40—200°C 传感器部分 

基本尺寸 154X80X40mm 结构形式可定制 

安装形式 壁挂或台式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电源适配器 标配 

充电与数据通信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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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601D 无线氧气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601D 采用高灵敏度电化学传感器为感知器件，金属外壳封装，采用一体化设计。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滤

波模块及信号处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等。传感器采用 LoRa 无线传输协议输出，无需进行二次开发，可直接使用。超低

功耗设计及高级电源管理功能。保证传感器长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美观，极具质感，壁挂安装方式，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

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石油化工、工业生产、冶炼锻造、电力、煤矿、隧道工程、环境监测、污水治理、生物制药、家居环保、畜牧养殖、温室

培植、仓储物流、酿造发酵、农业生产、消防、燃气、楼宇建造、市政企业、学校实验室、科研中心等行业。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电化学  

测试范围 0—30%  

测试精度 ±0.1%FS  

输出信号 LoRa  

供电电压 DC5V  

续航时间 ＞1 年 20 分钟工作一次 

响应时间 ＜15s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基本尺寸 160X85X60mm(不含传感器部分)  

安装形式 壁挂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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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901—D 无线液位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901—D 采用高灵敏度压力传感器为感知器件，金属外壳封装，采用分体化设计，抗干扰能力强。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滤波模块及信号处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等。传感器采用 LoRa 无线传输协议输出，无需进行二次开发，

可直接使用。超低功耗设计及高级电源管理功能可保证传感器长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美观，极具质感，壁挂安装方式，

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地下管廊等监测控制系统；石化、环保、自来水管网监控；水库高低液位监测、电站运行巡检、机车制动系统；热电机组；

轻工、机械冶金；楼宇自动化、恒压供水系统；实验室液位校验等。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压力式  

测试范围 0—2m  

测试精度 ±0.5%FS  

输出信号 LoRa  

供电电压 DC5V  

续航时间 ＞1 年 20 分钟工作一次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基本尺寸 140X85X56mm 结构形式可定制 

安装形式 壁挂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5m 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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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203—D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203—D 采用高灵敏度温湿度芯片为感知器件，采用杆状封装结构，内置高分子材料过滤组件，杜绝因湿度过高结露

导致传感器损坏的情况。一体化设计，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滤波模块及信号处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等。传

感器采用 LoRa 无线传输协议输出，无需进行二次开发，可直接使用。超低功耗设计及高级电源管理功能可保证传感器长

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美观，极具质感，壁挂安装方式，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用 

环境、医疗卫生、制造业、化工、能源、气象、仓储、冷藏、冰柜、恒温恒湿生产车间、办工场所、档案保管等领域。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数字温度传感器  

测试范围 湿度 0—100%；温度-20—70°C  

测试精度 湿度 3%；温度±0.5°C  

输出信号 LoRa  

供电电压 DC5V  

续航时间 ＞1 年 20 分钟工作一次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基本尺寸 140X85X56mm 结构形式可定制 

安装形式 壁挂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电源适配器 标配 

充电与数据通信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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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101—D 无线温度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101—D 采用高灵敏度温湿度芯片为感知器件，采用杆状封装结构，内置高分子材料过滤组件，杜绝因湿度过高结露

导致传感器损坏的情况。一体化设计，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滤波模块及信号处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等。传

感器采用 LoRa 无线传输协议输出，无需进行二次开发，可直接使用。超低功耗设计及高级电源管理功能可保证传感器长

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美观，极具质感，壁挂安装方式，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高压电传输、电力、钢铁、采矿、石油化工等等行业的高压开关、变压器、高压电缆等高压设备的触头、母排等电接点的

温度检测等行业。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数字温度传感器  

测试范围 -20—85°C  

测试精度 ±0.5°C  

输出信号 LoRa  

供电电压 DC5V  

续航时间 ＞1 年 20 分钟工作一次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基本尺寸 140X85X56mm 结构形式可定制 

安装形式 壁挂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5m 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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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705 无线噪声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1705 采用高灵敏度传声器为感知器件，采用杆状封装结构。分体设计，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滤波模块及

信号处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等，响应速度极快。传感器采用 LoRa 无线传输协议输出，无需进行二次开发，可直接使用。

超低功耗设计及高级电源管理功能可保证传感器长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美观，极具质感，壁挂安装方式，整体防护等级

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建筑工地、拆迁工地、煤矿厂、工业园区、道路交通、社区、城市环境、住宅小区等领域。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驻极体传声器  

测试范围 30—130dB(A)  

测试精度 ±1dB  

输出信号 LoRa  

供电电压 DC5V  

续航时间 ＞6 个月 20 分钟工作一次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基本尺寸 
140X85X56mm 主机部分 

1015X24mm 传感器 

安装形式 壁挂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5m 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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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902 无线位移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902 采用高灵敏度激光测距元件为感知器件。分体设计，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滤波模块及信号处理模块，

信号处理模块等，响应速度极快。传感器采用 LoRa 无线传输协议输出，无需进行二次开发，可直接使用。超低功耗设计

及高级电源管理功能可保证传感器长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美观，极具质感，壁挂安装方式，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

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    用 

供水 、供气、供油管网，环境，医疗卫生，制造业，化工，能源，气象，仓储，冷藏，车间，办公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激光测距探头  

测试范围 0—60m  

测试精度 ±1mm  

输出信号 LoRa  

供电电压 DC5V  

续航时间 ＞1 年 20 分钟工作一次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基本尺寸 140X85X56mm  

安装形式 壁挂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5m 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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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1503 无线热流传感器 

 产品简介 

JT1503 采用我司自主研发的高灵敏度热电堆为感知器件，采用柔性封装。分体设计，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

滤波模块及信号处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等，响应速度极快。传感器采用 LoRa 无线传输协议输出，无需进行二次开发，

可直接使用。超低功耗设计及高级电源管理功能可保证传感器长期工作。外观设计简洁美观，极具质感，壁挂安装方式，

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用 

热流传感器广泛用于冶金、石化、机械、能源、建筑、冷藏、环境工程、医学以及航空航天等众多工业部门。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柔性热流传感器  

测试范围 -2000—+2000W/ m2  

测试精度 ±5%读数  

输出信号 LoRa  

供电电压 内置电池组 DC3.7V，充电电压 DC5V  

续航时间 1 年 20 分钟工作一次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变送器 

-40—150°C 传感器 

基本尺寸 
140X85X56mm 主机部分 

110X55X4mm 传感器 

安装形式 壁挂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10m 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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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环境空气质量传感器 

 产品简介 

机车环境空气质量传感器内置高灵敏度的温度、湿度、PM2.5、CO2 等（根据需求可扩展 TVOC、甲醛、CO 传感器）多

种空气质量及环境监测传感器，内部气路设计合理，无方向性要求保证测试的准确性。内置电路采用高精 AD 芯片模块，

信号处理模块，信号处理模块等，响应速度极快。做标准 RS485 MODBUS 协议输出，也可选 4—20mA 信号输出，方便

进行二次开发。具备超低功耗设计及高级电源管理功能。隐蔽型外观设计简洁美观，极具质感，也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外

观重新设计。壁挂安装方式，整体防护等级为 IP65，适用于需进行长期在线监测的任意场所。 

 

 

 应用 

楼宇、教室、品牌酒店、智慧商场、医疗、机舱、列车、美容、公厕、健身会所、停车场、智能家居等场所。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温湿度、噪声、PM2.5、CO2、VOC 等 参数可定制 

测试范围 
湿度 10%——90%；温度范围 5—40°C；PM2.5 范

围 0～500μg/m3；CO2 范围 400—2000 ppm 
 

测试精度 

湿度精度±2%； 温度精度±0.3°C；PM2.5 精度：±

20%，（100～500 ）μg/ m3  ±20μg/ m3，（0～

100 ）μg/ m3；CO2 精度：±70ppm,或 3%读数 

 

存储周期 ＜10Hz  

输出信号 RS485 标准 MODBUS 协议；  

供电电压 DC24V  

使用环境 -20—70°C；0—90%RH  

基本尺寸 180X84X27mm 结构形式可定制 

安装形式 壁挂  

电气参数 符合机车电气要求  

配    件 供电与数据通信线缆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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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部分 智能无线中继模块及无线监测主机 

JT2220 无线数据采集主机 

 产品简介 

JT2220 无线数据采集主机采用多信号频道，进行无线 LoRa 网络传输，可以将末端 LoRa 温度、LoRa 烟等传感器数据传

输至主机并通过 4G 网络推送到手机 APP、电脑、微信等终端实时显示测量的数据。主机采取低功耗设计，可进行存储周

期设计，适用于需长续航时间且不便维护的封闭环境。 

 

 

 

 应    用 

消防、智能仓储、环境监测、智能抄表等领域。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存储周期 小于 10Hz  

通信接口 
与无线传感器系列用 LoRa 通信  

上传云平台通过 4G 可选配 NB—IOT 

供电电压 DC5V，外供电  

功    耗 ＜1W  

工作逻辑 每 10 分钟工作一个周期 可定制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基本尺寸 150X150X60mm  

安装形式 壁挂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壁挂配件 标配 

电源适配器 标配 

充电与数据通信电线  

低 功 耗 

4G 输出 

高 防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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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R25Z 智能采集主机 

 产品简介 

JTR25Z 智能采集主机作为 JT 系列无线数据记录仪组网时的数据采

集主机，设备采用防水、抗冲击便携仪器箱，可方便携带和使用，内

置 ZigBee 无线接收终端，可同时连接多达 100 个无线数据记录仪，

并将所有数据显示在仪器箱内的彩色屏幕上，所有被采集的数据可通

过 4G 网络远程传输至建通云平台，使用 PC 端即可方便的浏览数据

或下载数据。主机具备外接 U 盘功能，可将数据存储为标准电子表

格格式，可通过 Excel 打开编辑。 

 

 

 

 

 

便    携 

远程传输 

接入传感器种类： 

 

 无线温度传感器（记录仪） 

 无线 PM2.5 传感器 

 无线 CO2 传感器（记录仪） 

 无线温湿度传感器（记录仪） 

 无线温度热流传感器（记录仪） 

 无线辐射热传感器（记录仪） 

 无线照度传感器（记录仪） 

 无线太阳辐射传感器（记录仪） 

(无线数据记录仪可独立用于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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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    用 

无线传感器系列的数据采集与管理，可实现多通道多参数同步采集，并能远程传输到云平台。 

参数名称 技术指标 说明 

传 感 器 
可接温湿度、温度热流、照度、PM2.5、CO2 等建通科技

自产所有基于 ZIGBEE 的无线传感器。每种传感器限 30 路。 
 

存    储 U 盘存储  

通    信 
ZigBee 与传感器 

4G 与云平台 

供电电压 外供电 220V  

使用环境 -20—70°C；0—100%RH  

基本尺寸 400X300X200mm 结构形式可定制 

重    量 ＜6KG  

产品形式 便携式防水箱  

防护等级 IP65  

  配    件 
电源线 标配 

U 盘 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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