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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C SPAR

•	 先进的微小型传感器设计，使测量时对气流型面产
生的干扰最小 

•	 用户自定义杆子长度、传感器数量、测量风速范围
和各传感器之间的间隔距离 

•	 实验室等级的高精度传感器，用于分析穿过二维平
面的气流 

•	 每个测量点输出采用USB接口，可以实时读取和分
析测量数据

•	 ˚C SPAR包含用于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
AccuTracTM PLUS数据采集和分析软件

•	 与°C Port1200/3600多点数据采集系统一起使用，
可以使用PC或智能手机远程监测测量数据 

•	 可以提供客户化测试架，带有多个测量点阵分布，
以应对复杂的测量场合

应用场合

°C SPAR
风速传感器点阵式测量仪器

˚C SPAR用于测量二维平面的多点风速，分析风速的
风量、均匀性和穿过空间的热能量。˚C SPAR对气流
几乎不造成阻抗，它比一些仪器，比如，会对气流型
面产生不利影响的辐射热测定器，的测量精确度更
高，从而，简单的计算出整个风量。

Degree Controls可以帮助用户使用多个˚C SPAR开
发出适合客户具体应用的测试架。˚C SPAR与°C Port
多点数据采集系统一起使用，可以采集多达36个点
的测量数据，并且，可以通过网络功能远程监测测
量数据。

描述
使用AccuSenseTM精确的、可重复线性风速和温度
测量技术，°C SPAR (传感器点阵)是多点风速测量应
用最初的多点测量仪器。°C SPAR可以根据客户的
要求定制，包括杆子长度、传感器数量、各点传感
器之间的间隔、校验的风速范围。输出使用USB接
口，°C SPAR可以使用AccuTracTM Plus软件，为操
作系统采用Windows的用户实时采集、分析和报告
数据。

°C SPAR长度可以从6” 到42” [15 to 105cm]，可
以安装多达8个高精度传感器，测量的风速范围为
30-4000 fpm [0.15-20 m/s]。

可以校验的风速范围有：

CSPAR1100: 30-200 fpm [0.15-1.00 m/s] 

CSPAR1200: 100-1000 fpm [0.50-5.0 m/s] 

CSPAR1300: 900-4000 fpm [4.5-20.0 m/s] 

CSPAR1500: 30-4000 fpm [0.15-20.0 m/s]

•	 多点风速测量

•	 二维平面的均匀性测试

•	 实验室测试

 - 洁净室(HEPA)高效空气过滤 
   器下降流测试

 - 柜体内下降流测试

 - 面风速分析

•	 楼宇管理

 - 管道性能测试

 - 管道盘管阻抗测试       

 - 通风测试

 - HVAC暖通空调能量计算

•	 汽车测试

 - 发动机冷却分析

 - 玻璃窗除霜分析

 - 舒适度测试

•	 计算中心

 - 数据中心机柜气流分析

 - 提升地板的地板砖测试

 - 机柜进风口/出风口测试        

 - 验证CFD计算流体力学模型

°C  SPAR与 °C Port3600数据采集系统连接

Degree Controls, Inc.
是通过ISO-9001论证的，为先进
的技术工业提供控制方案的世界
级设计师和交钥匙工程制造商。
具有15年经过证明的成熟经验，
我们为自己能够提供给客户差异
化的设计，使他们快速适应市场
竞争的要求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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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温度 0℃～70℃

储存温度 -40℃～85℃

相对湿度（无凝露） 5～95％

输入电压 USB接口，使用PC 或 °C Port1200/3600提供电源

支持的软件 AccuTrac™ Plus软件

电缆长度 16’[5m]

杆子长度 3”~ 42“ [15 ~ 105cm]

传感器数量 1 ～ 7

校验的风速范围

CSPAR1100: 30-200 fpm [0.15-1.00 m/s]
CSPAR1200: 100-1000 fpm [0.50-5.0 m/s]
CSPAR1300: 900-4000 fpm [4.5-20.0 m/s]
CSPAR1500: 30-4000 fpm [0.15-20.0 m/s]

传感器之间的距离最小值 相隔2.5” 

规格

测量点配置

软件运行的基本要求

°C	Port1200、或°C	Port3600和°C	SPAR结合起来，可以让PC变成一台多点数据采集系统

客户化测试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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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可能在不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更改Degree Controls, Inc.是软件Accutrac™ Plus的商标持有人

数据机柜测试架

DegreeC可以帮助客户为客户的˚C SPARS设计
特别应用的测试架。测试架通常用在下列场合：

・ 洁净室和生物安全柜的下降流测试

・ 流入化学通风柜和生物安全柜的气流测试

・ 数据和服务器机柜的风速测试

・ 热交换器性能测试

・ 楼宇管道性能测试

・ 汽车舒适度和发动机冷却测试

・ 压力室的正压和负压测试

・ 高性能通风应用

采用提升式地板的数据中心地板砖的测试架

Windows 7 、8 、 和 10

50 MB可用磁盘空间

1.0 GHz处理器

2 GB RAM

使用°C Port1200和°C Port3600数据采集
系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数据管理

63.50mm [2.50”]最小距离 Ø12.45mm[0.49”]14.99mm[0.59”]

1066.80mm [42”]最大长度

PC PC打印机

网络连接图

手提电脑和ACCUTRAC PLUS™
软件

°C PORT3600

智能手机
监测

WIFI

USB连接

以太网

°C PORT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