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产品概述

GTYQ-LS838-46独立式可燃气体探测器采用单片计算机技术和高灵
敏抗中毒型气体传感器，能自动适应环境的变化，自动修正传感器的
老化曲线，保持恒定的报警灵敏度 具备识别传感器故障及提供高浓
度气体超限保护的能力。安装维护方便，典型的智能化现场监测仪表
的先进性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极大的满足了工业现场安全监测对设
备高可靠性的要求。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炼化、燃气输
配、生化医药等行业。

该产品符合以下标准：
1、GB 15322.1-2019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1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点
型可燃气体探测器;
2、GB3836.1 – 2010：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3、GB3836.2 – 2010：爆炸性环境 第2部分：由隔爆外壳“d”保护
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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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说明

1）GTYQ-LS838-46 可燃气体探测器采用高清液晶显示屏，可实时
显示监测信息；
2）指示灯绿色、红色和黄色分别表示电源、报警和故障状态。

5.1 开机
接通电源，点亮LED绿色指示灯及液晶显示屏，可燃气体探测器进入
正常监视画面。

探测器工作状态如表1所示。

4.3.2 安装方法：
探测器安装时，气体传感器应朝下，避免灰尘或雨水在传感器上堆积
或进入传感器内，通常应记录探测器的安装位置。调节安装支架，将
探测器固定到墙壁上，或直径为50mm～80mm的水平或垂直立柱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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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范围：10～95%RH非凝结；
IP 等 级 ： IP54；
存储温度： -20℃～+50℃；
传感器使用寿命：≥2年。
产品尺寸：195mm×140mm×93mm

二、技术参数

检测原理：催化燃烧式、半导体式、电化学
                 式；
检测气体：甲烷、丙烷、异丁烷、氢气；
检测方式：扩散式；
报警设定：低报20%LEL； 高报50%LEL；
显示方式：高清液晶屏显示；
测量精度：±3%FS；
防爆方式：隔爆型；
防爆标志：Exd IIC T6 Gb；
工作电压：AC220V；
工作电流：＜0.3A
安装方式：固定式安装；
温度范围：-10℃～+55℃；

三、结构组成

GTYQ-LS838-46 探测器由壳体、电路板和传感器外罩组成，其壳体
主要由底壳、上盖、O形圈及电缆引入组件等组成，壳体起到隔爆和
防护的作用。

整机配件：
         可燃气体探测器             1台
         红外遥控器                    1个
         产品使用说明书             1份
         合格证及保修卡             1个
         包装盒                           1个

a. 检测元件的使用寿命在正常情况下为2年；
b. 探测器不要安装在有水蒸气弥漫或长期有水淋的场所；
c. 应为探测器提供持续稳定的电源，禁止经常性的通断电源，以免损
坏探测器。
d. 探测器的使用及维修、标定应由专人负责：
注意：维修零部件时应先切断前级电源，易燃易爆场所严禁带电开
盖。拆装时注意保护隔爆螺纹，不允许磕碰和划伤，装配时隔爆螺纹
涂防锈油。

 1-0-1->切换探测气体为甲烷；
 1-0-2->切换探测气体为丙烷；
 1-0-3->切换探测气体为异丁烷。

六、产品维护

本产品保质期为三年，超过保质期请务必更换新的气体探测器。可
燃气体探测器使用场所内不应存在有腐蚀性气体及长时间的燃气泄
漏，当用于长期有轻微泄漏及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的场所时，应按照
有关规定对探测器进行定期标定和维护。
本产品免费保修一年,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的产品本公司负责免
费维修或更换，但如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实行有偿修理或更换。
在保修期内，下列情况不属于免费修理范围：
● 由于没有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使用，或安装在不
    适
    当的地方造成的故障或损伤；
● 由于跌落、碰撞造成的故障；
● 由于水灾、雷电、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电压异常        
    等
    其它外部原因造成的故障；
● 未经本公司同意，私自进行拆装、维修的产品。

七、产品保修

4.2 检查
  
安装前进行下列检查，若不符合要求，不允许使用
 (1)所有防爆标志和防爆合格证编号是否正确和齐全。
    (2)防爆级别、组别须符合爆炸性混合物场所的需要
   (3)所有防爆零部件无裂纹和影响性能的缺陷，防爆外壳和各零部件
间连接可靠。
    (4)引入口安装应采用已取证的引入装置。

4.3 安装
4.3.1 安装位置：
根据国家标准中的相应规定，一般情况下，面积适中的室内空间，可
依据保护半径均匀布点，即探测器安装在泄漏点水平距离3～4m以内
或两只探测器的水平距离6～8m以内，面积过大或存在大量可通风部
位的室内空间，可效仿室外情况布置探测器，但应避免将探测器安装
在空气流动过大的地方。
探测器安装位置应选在潜在泄漏点或气体聚积处，建议安装在可能有
可燃性气体泄漏的地点处一米范围内（视气体种类或高或低），这样
探头实际反应速度较快。仪器的安装位置还应综合考虑空气流动的速
度、方向、潜在泄漏源的相对位置和通风条件而定，并便于维护和标
定。注：禁止将探测器直接安装在热源或振动源上。
当探测器安装在室外时，可依据泄漏点布置探测器，但必须将探测器
置于泄漏点的下风口处。燃气探测器的安装位置应视气体比重确定安
装在易泄露部位1.5m以内（因围墙处易聚集可燃气体，也可选择在
围墙附近安装）。
室外安装，若无法满足安装高度时，应依据安装高度制作支架。

5.3 报警状态
当气体浓度值大于或等于报警点时，探测器进入
报警状态。此时，红色报警指示灯闪烁，报警音
“嘀嘀嘀”响起显示屏显示气体浓度值等信息。
探测器输出状态如表3所示。

5.2 正常监测状态
正常监测状态下，显示屏显示气体浓度值。
探测器输出状态如表2所示。

表1  开机状态输出

输出

LED指示灯

工作电压

工作电流

状态

亮绿

AC 220V

＜0.3A

表2  正常监测输出

输出

LED指示灯

电流输出

状态

绿灯常亮

与气体浓度成比例的4～20mA

当气体浓度恢复到小于报警点时，探测器自动恢复为正常监测状态。
报警指示灯恢复为正常输出状态。
      
5.3 自动恢复功能
当被监测环境中气体浓度降至报警阀值设定值以下时，探测器能自动
恢复为正常检测状态。
      
5.4 故障报警状态
当探测器传感器出现失效或不良时，黄色故障指示灯亮起。
当探测器与气体传感器的连接恢复正常后，探测器恢复为正常检测状
态。
    
5.5 探测器设置
红外遥控使用说明：
 开机键->跳过预热；
 C键->清除误按按键；
 0-0-0->标零；
 0-2-0->标20%LEL；
 0-6-0->标60%LEL；

表3  低限报警输出

输出

LED指示灯

电流输出

状态

绿灯常亮

与气体浓度成比例的4～20mA

四、安装方式

4.1 探测器外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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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鑫物联云”平台

操作步骤
1. 打开微信, 通过微信搜索或者扫描朗鑫公众号，并关注。

3.点击接警绑定后，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绑定，后面如果有报警记录,
会接收到微信公众号报警通知。

4. 扫描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
方法一: 打开微信, 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朗鑫物联云”平台。

5. 点击“朗鑫物联云”平台小程序后,进入“朗鑫物联云”平台首页。

6. 点击底部我的界面，微信登录，注册绑定手机。

7.添加成功后，底部扫一扫设备，点击进入IMEI添加界面。依次填写
安装单位，建筑物，楼层，安装点，联系人，最后点击添加设备。

8.添加设备成功后，点击进入新增建筑物界面。依次选择地图标识, 自
动生成经度，维度。手动填写建筑物名称，详细地址, 创建楼层数,  点 
击保存。

10.新增联系人保存后，再查看我的界面，显示已注册成功，并绑
定设备。

9.新增建筑物界面保存后，点击进入新增联系人界面，依次填写所属
单位，姓名，接警号码，把电话通知 , 短信通知，公众号通知打开。
再点击保存。

11.绑定设备成功后，点击底部的设备，进入设备列表，可以看到设备
的详细信息。

12. 回到首页，点击安装管理，设备列表，报警记录。

13. 我们拿绑定的设备作测试，可以看到设备的报警记录。

方法二: 打开微信,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输入“朗鑫物联云”平台。查
询出结果后, 点击进入“朗鑫物联云” 平台小程序。

2. 打开朗鑫公众号, 点击底部的在线商城，再点击接警绑定。

保修范围
本产品自购买之日起保修为一年，在保修期内凡属于正常使用情况下
由于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引起的故障，我们均负责维修。
购买产品时，请在此卡上填写购买时期，并请销售商在此卡上盖章确
认之后此卡方为有效保修卡。
非保修范围
1:不能提供有效相关购机凭证;
2:由于人为因素造成产品的损坏;
3:由于坠落、挤压浸水受潮及其他人为造成的损坏;
4:由于水灾、火灾、雷击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坏;
5:不按照产品操作说明要求使用引起的产品损坏。

用户姓名：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商家名称：
购买日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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