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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

出音孔

● 适用范围广：本探测器适用于住宅、公寓等存在可燃气体的场所

● 报警声采用由小到大方式发出，以免突兀的报警声使人受到惊吓 ;

● 具有良好的重复性和选择性，元件工作稳定可靠，抗干扰性好 ;

● 采用平面半导体气体传感器检测可燃气体的泄漏，响应速度快 ;

主要功能：

功能特点

号，同时使能联动输出。

压信号进行采样处理，当电压达到或超过报警阈值时，发出声光报警信

电压越高，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随气体浓度增大而增大。微控制器对电

体存在时，气体浓度越高，传感器内部的信号电阻越低，检测电阻两端

电路由传感器内部的信号电阻和外部的检测电阻串联组成，当可燃性气

探测器采用平面半导体气体传感器检测可燃气体的泄漏，气体检测

工作原理

绿

到

期

,请

更 换 探 测器

等存在可燃气体的场所，进行安全监控。

探测器系列采用壁挂安装方式，安装简单，接线方便，用于住宅、公寓

响应速度快，具有良好的重复性和选择性，工作稳定可靠，抗干扰性好。

（天然气）。探测器采用平面半导体气体传感器检测可燃气体的泄漏，

本产品为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以下简称探测器)，用于检测甲烷

产品介绍

组件，本公司不承担由此造成的任何责任。

如果您没有依照本说明书使用或擅自去除、拆解、更换探测器内部

误解。

中的有关选配功能的内容，没被勾选的选配功能内容可跳过阅读，以免

用户需根据产品外包装盒上勾选的选配功能来选择性阅读本说明书

可以电子、翻拍、录音等任何手段及方式进行传播。

本说明书任何部分不得复制、翻译、存储于数据库或检索系统内，也不

本说明书版权属深圳市朗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

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以便您日后需要时能及时查阅并获得帮助。

分享受我公司提供的服务，同时避免您的误操作而出现的意外发生。

时请务必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并按照有关操作指引步骤进行，使您能充

感谢您使用深圳市朗鑫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当您使用本产品

声明

绿

消

JT-LS838-35使用说明书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更 换 探 测器

,请

期

到

市电 AC220V
≤2W
甲烷（CH4）
9%LEL
0%LEL~20%LEL
半导体气体传感器
≦30S
非防爆型
联动电磁阀或机械手
红、绿、黄色
10年
>70dB（正前方1m）
温度：-10℃~+55℃；
湿度：≤95%RH（无凝结）；
大气压力：86kPa～106kPa
81*81*33mm
壁挂，安装在气源1.5米范围内
GB 15322.2-2019
UART

（1）首先确定所需检测的气体比空气重还是比空气轻。
比空气轻的气体：甲烷、天然气、沼气等；
比空气重的气体：液化石油气等。
（2）根据燃气的轻重在合适的地方安装探测器在气源1.5米范围内。
要探测比空气重的气体时：安装高出地面0.5米以上；
要探测比空气轻的气体时：安装低于天花板0.5米以上。
将安装底板用螺丝固定于墙面，挂上探测器，插上电源。
（3）安装位置不能离燃气灶具太近，以免探测器受到炉火烘烤；不能安
装在油烟大的地方，以免引起误报警或探测器进气孔进气不流畅，
从而影响探测器的灵敏度；也不能安装于排气扇、门窗门窗边与浴
室汽水较大处。
（4）按下图正确接线，所有接线安装必须符合国家及地方有效法规、标
准。应选择线芯粗细适当的导线，连接探头及铺助装置的导线应有
色彩标识，以免接错，错误的接线将导致探头不能正常工作。
（5）请联系运营商或销售商，确保本机安装位置在NBIoT基站信号覆盖
范围之内，以免NBIoT网络信号不良，造成设备数据无法上传到云
平台。【仅限带NBIoT通信功能的探测器】

安装说明

尺寸大小
安装要求
符合标准
通信接口

工作电压
功
耗
适用气体
报警浓度
量
程
传感器类型
响应时间
防爆要求
联动方式
LED指示
传感器使用寿命
报警声压
工作环境

有关主要功能的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仅限带NBIoT通信功能的探测器】

过手机APP可远程监控探测器的状况。

况信息到云平台，反应迅速，抗干扰能力强，误报率低，用户通

● 通过内置低功耗远距离NBIoT无线通信模组推送当前探测器的状

不匹配，有可能造成硬件故障】

【用户需根据外包装盒勾选的联动输出设备来选配阀门设备，如

从而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

发生燃气泄漏后能及时把燃气切断，防止严重的爆炸事件发生，

● 提供联动触点控制信号，联动电磁阀或机械手等阀门设备动作，

选配功能：

议使用 ]。

甲烷，用于检测其他气体时 ,相对误差会偏大，专业测量类不建

进行了安全监控，可以测试甲烷（天然气）[ 本探测器主要检测

记录读取：
读取装置通过探测器的串口接口读取数据，串口通信协议：
4800bps,8,1,even,采用TTL负逻辑通信电平，主从站，半双工
通信方式，读取装置为主站，探测器为从站，通信距离最大15米。
端口采用4脚2.54MM单排排针接口。

探测器的工作分为如下几种状态：
a、预热状态
将探测器上电，蜂鸣器Bi一声，红，黄，绿灯间隔亮500MS秒，
开始进入预热状态，预热期间，绿灯慢闪（500ms灭、500ms亮），
3分钟之后，探测器进入正常监测状态。
b、正常监视状态
在该状态下，绿灯常亮，内部实时检测当前气体情况，当检测到
的燃气浓度达到或超过报警浓度阈值后，探测器进入报警状态。
c、报警状态
在该状态下，蜂鸣器间隔发出报警声，同时红灯闪烁，控制输出
接口随后输出脉冲信号驱动电磁阀或机械手。
短按“自检”按键后进入消音模式，蜂鸣器立即停止输出声音，
指示灯显示方式不变，若报警状态保持90秒则退出消音模式，回到声
光报警模式。
当检测到的可燃气浓度低于报警浓度阈值后，探测器回到正常监
测状态。
d、传感器失效
如果传感器失效（运行时间大于寿命时间后）了，黄灯闪亮。
备注：如果未标定，预热后也是黄灯红灯同时闪烁（1s灭、1s亮），
代表未标定，状态不能改变，只能等待标定，标定后正常监视有此状
态代表传感器失效。
e、传感器故障
如果传感器发生硬件故障时，黄灯常亮，蜂鸣器Bi长响三声。
f、自检
正常监视状态，短按“自检”按键后进入自检，蜂鸣器发出1声
长响报警声，同时绿、红、黄灯以200毫秒亮200毫秒灭切换显示，
7秒后控制输出接口输出脉冲信号驱动电磁阀或机械手，完成后回到
正常监视状态。

功能说明

燃气灶

燃气表

120
60
60

掉电
上电

1

120
故障恢复

传感器失效

250
故障

250

记录数量

或正在搜网【选配功能】

NBIoT模组未连接网络

报警恢复

报警

记录类型

保留

（1）探测器长时间使用气体对流窗处会有一些油污吸附，影响灵敏度，
建议用户每三个月（或视污物情况）用少量清洁剂对探测器的气体
对流窗进行清洗，清洗后对探测器重新测试。
（2）贮存和使用寿命：
贮存环境：干燥、通风、气温10~30℃的环境中；避免存放于高湿、
高温或高污染的环境中。
使用寿命：十年
（3）故障排查：
1、本产品须正确接线且电源正常供电，否则无法正常工作。
2、本产品需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定期维护。
3、探测器使用寿命有限，应半年测试一次，如发现失效必须尽快维修或
更换。
4、本产品可以减少事故的发生，单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为了您的安全，
出正确使用本产品外，在日常生活中应提高警惕，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5、长期贮存时，需要老化后才能正常使用。贮存时间为1个月以下时，
建议老化时间为不少于48小时；贮存时间为1~6个月时，建议老化时
间为不少于72小时；贮存时间为6个月以上时，建议老化时间为不少
于168小时。
6、NBIoT网络长时间（正常监视状态下超过6分钟以上）未连接上时，
原因分析及解决方法如下：
1）NB物联网SIM卡没有流量，请联系运营商或销售商对NB物联网SIM
卡进行续费；
2）NBIoT网络信号不好，请联系运营商或销售商确认安装位置是否在
NBIoT基站信号覆盖范围之内；

日常检查

特别说明：电磁阀、机械手不能自动恢复，需要手动复位。

历史记录：

保留

RTC已校准但标准时间已丢失

传感器失效
RTC时间未校准

黄灯闪亮
保留

发生燃气报警
传感器硬件故障

黄灯常亮

处于正常监测状态

红灯闪烁

绿灯常亮

处于上电预热状态

自检

绿灯闪烁 0.5s灭、0.5s亮

设备状态

显示方式
绿、红、黄灯切换 间隔200毫秒

指示灯显示定义表：

说明书：1PCS
配件包：1PCS

合格证：1PCS

感谢使用本公司JT-LS838-35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如有问题请与
我们密切保持联系，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提供优质、及时的服务！

带线主机：1PCS
保修卡：1PCS

产品清单

3）如果有SIM卡座的，请检查NB物联网SIM卡是否装好；
4）天线有可能脱落，请检查天线是否装好；
5）NBIoT电路硬件发生故障，请联系销售商维修或更换产品。
（4）燃气泄漏时急救常识:
当环境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达到或超过探测器阈值时，探测器会持续报
警，这时应：
1、关掉燃气管道总阀门。
2、立即打开窗户使室内空气流通。
3、熄灭所有火源，避免使用一切能产生火花的物品如打开打火机、划火
柴等。
4、避免开关各种电器,检测气体泄漏原因并通知相关部门或专业人员。
5、如果是误报则需检查探测器安装位置是否合适。

服务与保修

家用可燃气体探测器

GB 15322.2-2019

（1）本公司向所有购买者保证：凡在本公司购买的该探测器，在正常使
用条件下，探测器在购买三年之内出现材料、工艺、功能或设计的
缺陷。均免费维修或更换为我们确认的材料、工艺、功能和设计正
确的探测器或部件。
（2）本保证不包含以下情况导致的服务和维修：
1、人为故意行为（或由非授权维修人员）导致的探测器损坏。
2、因腐蚀性进液进液等原因导致的损坏。
3、探测器来路不明确的。
4、属于厂家保修范围内的故障，如日常保养、检修、清洁、外部调节。
5、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地震、雷电、洪灾、火灾、战争等）、人为
伤害（如碾压、碰撞等）事故导致的探测器损坏。
（3）本保证不对您的法定权利构成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