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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声光报警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布了一种声光报警系统，包括

气体泄漏探测器、声光物联发射器、无线主控模

块、设备控制模块、设备开关板、通风设备和阀门

组件；气体泄漏探测器用于对气体泄漏浓度进行

检测，当探测到气体泄漏浓度超过设定的报警值

时，气体泄漏探测器输出报警信号，并通过声光

物联发射器发出蜂鸣并发出闪光；声光物联发射

器的第一信号输出端与无线基站连接，并通过无

线基站将报警信号上报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

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并以短信、语音的方式通知

气体用户；声光物联发射器的第二信号输出端与

无线主控模块无线连接，并通过无线主控模块给

所述设备控制模块发出联动处置指令，由设备控

制模块通过设备开关板控制通风设备和阀门组

件的开启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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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声光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气体泄漏探测器、声光物联发射器、无线主控

模块、设备控制模块、设备开关板、通风设备和阀门组件；所述气体泄漏探测器用于对气体

泄漏浓度进行检测，当探测到气体泄漏浓度超过设定的报警值时，所述气体泄漏探测器输

出报警信号，并通过声光物联发射器发出高分贝蜂鸣并发出耀眼的闪光，以完成现场报警；

所述声光物联发射器的第一信号输出端与无线基站连接，并通过无线基站将报警信号上报

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并以短信、语音的方式通知气体用户；所述声

光物联发射器的第二信号输出端与无线主控模块无线连接，并通过无线主控模块给所述设

备控制模块发出联动处置指令，由设备控制模块通过设备开关板控制所述通风设备和阀门

组件的开启或关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声光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声光物联发射器中内置有

与所述无线基站连接的NBIoT通讯模块或LoRa通讯模块。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声光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声光物联发射器中内置有

与所述无线主控模块连接的蓝牙模块。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声光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控制模块与所述无线

主控模块之间通过433MHz或LoRa无线方式连接。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声光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控制模块由MCU、

433MHz或LoRa模块和时钟模块组成。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声光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设备开关板由MCU、继电器

开关模块和电源模块组成。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声光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声光物联发射器支持以蓝

牙方式连接智能终端，并可使用微信或APP程序查看其内部存储的数据和完成工作参数设

置。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声光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无线主控模块支持以蓝牙

方式连接智能终端，并可使用微信或APP程序查看其内部存储的数据和完成工作参数设置。

9.一种声光报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气体泄漏探测器、声光报警器、无线主控模块、

设备控制模块、设备开关板、通风设备和阀门组件；所述气体泄漏探测器用于对气体泄漏浓

度进行检测，当探测到气体泄漏浓度超过设定的报警值时，所述气体泄漏探测器输出报警

信号，并通过声光报警器发出高分贝蜂鸣并发出耀眼的闪光，以完成现场报警；所述无线主

控模块中对应内置有声光检测电路，当所述声光报警器发生声光报警时，所述声光检测电

路以无线方式探测所述声光报警器的报警状态以形成两路控制信号，其中一路控制信号通

过内置在所述无线主控模块中的NBIoT通讯模块或LoRa通讯模块与无线基站连接，并通过

所述无线基站将报警信号上报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并以短信、语

音的方式通知气体用户；另外一路控制信号通过无线主控模块给所述设备控制模块发出联

动处置指令，由设备控制模块通过设备开关板控制所述通风设备和阀门组件的开启或关

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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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声光报警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声光报警系统，涉及燃气报警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国内燃气应用市场的迅速扩大，气体泄漏防控技术体系逐步完善。目前

国内正在使用的技术方案是在各个气体泄漏检测点安装气体泄漏探测器，监控气体泄漏情

况，通过现场布线的方式连接到气体报警控制器，气体报警控制器与所连接的气体泄漏探

测器通讯，实时采集各监测点的气体浓度并进行记录，并在泄漏报警时用有线的方式控制

风扇和阀门的开关，同时气体报警控制器通过内置的网络模块与报警平台通讯，上报报警

信息。

[0003] 而对于家庭燃气泄漏报警器，同样是将报警器、风扇、阀门采用有线方式连接，一

旦燃气发生泄漏，通过有线的方式控制风扇和阀门的开关，完成报警处置，通过短信方式发

送给燃气用户。

[0004] 随着燃气用户个人消费理念的改变，对燃气预警的个性化服务需求愈来愈强烈，

同时随着燃气管道供气方式的普及，为避免燃气泄漏爆炸造成巨大损失，燃气（气体）安全

联防联控、分级报警追溯体系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声光报警系统。

[0006] 本实用新型为实现上述目的，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声光报警系统，包括气体泄

漏探测器、声光物联发射器、无线主控模块、设备控制模块、设备开关板、通风设备和阀门组

件；所述气体泄漏探测器用于对气体泄漏浓度进行检测，当探测到气体泄漏浓度超过设定

的报警值时，所述气体泄漏探测器输出报警信号，并通过声光物联发射器发出高分贝蜂鸣

并发出耀眼的闪光，以完成现场报警；所述声光物联发射器的第一信号输出端与无线基站

连接，并通过无线基站将报警信号上报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并以

短信、语音的方式通知气体用户；所述声光物联发射器的第二信号输出端与无线主控模块

无线连接，并通过无线主控模块给所述设备控制模块发出联动处置指令，由设备控制模块

通过设备开关板控制所述通风设备和阀门组件的开启或关闭。

[0007] 一种声光报警系统，包括气体泄漏探测器、声光报警器、无线主控模块、设备控制

模块、设备开关板、通风设备和阀门组件；所述气体泄漏探测器用于对气体泄漏浓度进行检

测，当探测到气体泄漏浓度超过设定的报警值时，所述气体泄漏探测器输出报警信号，并通

过声光报警器发出高分贝蜂鸣并发出耀眼的闪光，以完成现场报警；所述无线主控模块中

对应内置有声光检测电路，当所述声光报警器发生声光报警时，所述声光检测电路以无线

方式探测所述声光报警器的报警状态以形成两路控制信号，其中一路控制信号通过内置在

所述无线主控模块中的NBIoT通讯模块或LoRa通讯模块与所述无线基站连接，并通过所述

无线基站将报警信号上报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并以短信、语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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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通知气体用户；另外一路控制信号通过无线主控模块给所述设备控制模块发出联动处

置指令，由设备控制模块通过设备开关板控制所述通风设备和阀门组件的开启或关闭。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声光物联发射器中内置有与所述无线基站连接的NBIoT通讯模块

或LoRa通讯模块。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声光物联发射器中内置有与所述无线主控模块连接的蓝牙模块。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设备控制模块与所述无线主控模块之间通过433MHz或LoRa无线方

式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设备控制模块由MCU、433MHz或LoRa模块和时钟模块组成。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设备开关板由MCU、继电器开关模块和电源模块组成。

[0013] 进一步的，所述声光物联发射器支持以蓝牙方式连接智能终端，并可使用微信或

APP程序查看其内部存储的数据和完成工作参数设置。

[0014] 进一步的，所述无线主控模块支持以蓝牙方式连接智能终端，并可使用微信或APP

程序查看其内部存储的数据和完成工作参数设置。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16] 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方案，用户采购气体泄漏探测器后，只需更换其原有的声光报

警器为本方案的声光物联发射器，就可以直接将气体泄漏探测器连接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

台，并通过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建立气体泄漏防控体系，一旦发生气体泄漏以短信、语音的

方式通知相关人员进行处置做到群防群控，同时支持现场蓝牙方式查询数据记录和设置设

备工作参数，实现气体安全的可追溯。

[0017] 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方案，针对家庭和已经安装气体泄漏探测器多年的用户，由于

设备本身外界或内置声光报警器，直接更换的成本很高，同时由于使用场合具有特殊性。采

用本方案，使用声光检测技术接收气体泄漏探测器的声光报警信号，采用无线控制方式既

可以实现免于接线降低成本，又可以避免用户专业技术不足造成设备运行风险。

[0018] 采用本实用新型的方案，使用433MHz或LoRa无线传输，低成本下可以确保现场无

线传输的稳定性和数据准确性的同时远距离传输，有效解决原有的315MHz等低频段的无线

干扰和穿透能力弱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9] 图  1 为本实用新型的系统功能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1，如图1所示，公开了一种声光报警系统，该系统主要包括气体泄漏探测器

1、声光物联发射器2、无线主控模块4、设备控制模块5、设备开关板51、通风设备6和阀门组

件7；气体泄漏探测器1用于对气体泄漏浓度进行检测，当探测到气体泄漏浓度超过设定的

报警值时，气体泄漏探测器1输出报警信号，并通过声光物联发射器2发出高于70分贝的蜂

鸣声并发出耀眼的闪光，以完成现场报警。

[0021] 其中，声光物联发射器2的第一信号输出端与无线基站3连接，并通过无线基站3将

报警信号上报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并通过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以短信、语音的方式通

知气体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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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其中，声光物联发射器2的第二信号输出端与无线主控模块4连接，并通过无线主

控模块4给所述设备控制模块5发出联动处置指令，由设备控制模块5通过设备开关板51控

制所述通风设备6和阀门组件7的开启或关闭。

[0023] 优选的方案是，声光物联发射器2中内置有与无线基站3连接的NBIoT通讯模块或

LoRa通讯模块。采用NBIoT或LoRa低功耗、大并发的方式实现数据准确高效传输，既可以有

效解决短信、GPRS、3G（4G）信号强度弱不能确保报警信息100%准确的问题，又可以利用

NBIoT模块按次连接收费和LoRa模块零通讯费的优势，有效降低气体安全防护联网运营费

用的问题，实现低成本运营。同时声光物联发射器通过外部与气体泄漏探测器连接，不会影

响气体泄漏探测器自身作为消防产品、计量产品的性能，不会在产品性能上增加风险。

[0024] 优选的方案是，声光物联发射器2中内置有与无线主控模块4连接的蓝牙模块。避

免现场施工调试、日常巡查繁琐的接线工作，便于实现移动终端现场处置。

[0025] 优选的方案是，设备控制模块5与无线主控模块4之间通过433MHz或LoRa无线方式

连接。确保现场无线传输的稳定性和数据准确性的同时远距离传输，有效解决原有的

315MHz、FM等频段无线发射干扰和穿透能力弱的问题。

[0026] 优选的方案是，设备控制模块5块由MCU、433MHz或LoRa模块和时钟模块组成。准确

完成控制动作的同时实现有效通讯，确保数据网内广播时间步骤一致。

[0027] 优选的方案是，设备开关板51由MCU、继电器开关模块和电源模块组成。

[0028] 优选的方案是，声光物联发射器和无线主控模块均支持以蓝牙方式连接智能终

端，并可使用微信或APP程序查看其内部存储的数据和完成工作参数设置。实现数据现场读

取和工作参数无线方式设置，避免繁琐的有线连接方式的同时，与移动终端灵活连接，工作

人员和用户均可以根据权限获取数据。

[0029] 工作原理如下：

[0030] 使用前，气体泄漏探测器可选用的型号为ExBBJ-NB-01（NBIoT或LoRa传输方式），

其可以检测的气体种类包括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煤层气等。

[0031] 技术参数如下：a)输入电压:DC24V、DC12V；b)额定电流:＜100mA；c)额定功率:

1.5W；d)声响强度:＞85dB；e)防爆标志:Exib  IIB  T4  Gb；f)防护等级:IP65；g)生产标准:

Q/QYZN  04-2018。

[0032] 工作环境要求如下：a)环境温度:-20～+40℃；b)相对湿度:≤95%；c)大气压力:

86k～106kPa；d)安装位置海拔≤2000m；e)工作制:长期工作。

[0033] 使用时，将电源、信号线穿过底座的穿线孔后,用螺钉将底座固定。将声光警报器

上壳放入底座旋紧。声光警报器需连续长期运行，因此，要严格地定期对其进行功能试验，

要建立定期检查维修制度，如功能失常，勿自行拆开修理，应立刻更换新的声光警报器。

[0034] 工作时，气体泄漏探测器对气体泄漏浓度进行实时不间断检测，当探测到气体泄

漏浓度超过设定的报警值时，气体泄漏探测器输出报警信号，并通过声光物联发射器发出

高分贝蜂鸣并发出耀眼的闪光，以进行现场报警；由于声光物联发射器中内置有NBIoT通讯

模块或LoRa通讯模块，报警信号可通过NBIoT通讯模块或LoRa通讯模块与无线基站连接，并

将报警信号上报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以短信、语音的方式通知气

体用户。

[0035] 同时，报警信号还通过声光物联发射器中内置的蓝牙模块，发出报警信息到无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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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模块；无线主控模块接到报警信息后，立即向设备控制模块发出联动指令，设备控制模

块接到指令后通过设备开关板打开风扇和机械手（电磁阀），以实现通风和关闭供气，同时

反馈风扇和机械手（电磁阀）当前的状态到无线主控模块，并通过无线主控模块、NBIoT通讯

模块或LoRa通讯模块将风扇和机械手（电磁阀）当前的状态上报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并

以短信、语音的方式通知气体用户。

[0036] 实施例2，为本申请的另外一种实施方案，一种声光报警系统，包括气体泄漏探测

器1、声光报警器（为传统设备，未图示）、无线主控模块4、设备控制模块5、设备开关板51、通

风设备6和阀门组件7；所述气体泄漏探测器1用于对气体泄漏浓度进行检测，当探测到气体

泄漏浓度超过设定的报警值时，所述气体泄漏探测器1输出报警信号，并通过声光报警器发

出高分贝（国家标准为70分贝以上）蜂鸣并发出耀眼的闪光，以完成现场报警；所述无线主

控模块4中对应内置有声光检测电路（为现有技术），当所述声光报警器发生声光报警时，所

述声光检测电路以无线方式探测所述声光报警器的报警状态以形成两路控制信号，其中一

路控制信号通过内置在所述无线主控模块中的NBIoT通讯模块或LoRa通讯模块与所述无线

基站3连接，并通过所述无线基站3将报警信号上报到气体泄漏报警云平台，气体泄漏报警

云平台并以短信、语音的方式通知气体用户；另外一路控制信号通过无线主控模块4给所述

设备控制模块5发出联动处置指令，由设备控制模块5通过设备开关板51控制所述通风设备

6和阀门组件7的开启或关闭。

[0037] 无线主控模块通过外部与气体泄漏探测器非接触无线方式连接，不会影响气体泄

漏探测器自身作为消防产品的稳定性，不会在产品性能上增加风险。采用NBIoT或LoRa低功

耗、大并发的方式实现数据准确高效传输，既可以有效解决短信、GPRS、3G（4G）信号强度弱

不能确保报警信息100%准确的问题，又可以利用NBIoT模块按次连接收费和LoRa模块零通

讯费的优势，有效降低气体安全防护联网运营费用的问题，实现低成本运营。

[0038] 本声光报警系统，即可以在燃气、粉尘、石油化工等防爆、有毒、防腐环境下使用，

也可以在普通设备监控环境下使用，实现声光报警信息无线联网。

[003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实用

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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