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方案基于物联网技术，实现燃

气表、燃气具、燃气报警器等设备

智能化，提升设备本质安全，同时

通过金卡云IoT平台完成设备到

设备、设备到系统、设备到人的无

缝联动，实现险情处理化被动为

主动，打造以安全为中心的智慧

厨房。

安全智慧厨房配备智能设备提升设备本质安全，如物联网燃气表具备微小流检测与
过流切断功能，智能灶具具备熄火保护与防干烧功能，燃气报警器具备燃气泄漏报警
功能等。实现设备感知险情，防患于未然。

一旦出现燃气泄漏，智能设备可实现实时报警并联动操作。当天然气报警器检测到燃
气泄漏时，出现报警情况，将泄漏信息传输至云服务器，随即通过云服务器将泄漏信
息推送至燃气用户手机和燃气企业，也将泄漏信息“告知”其他家庭设备，触发电磁阀
关闭、排风扇开启排风、窗户开窗等。

基于金卡云IoT平台，实现智能设备与业务系统打通，完成业务无缝流转。当燃气企业
收到报警信息，可立刻通过工单派遣最近的外勤人员上门进行问题整改，及时调度响
应，确保厨房安全。

解决方案提供“安全套餐”，套餐中不但有安全的燃气设备，同时还向客户提供燃气意
外保险，为客户的家庭财产、意外伤亡等提供高额的赔偿，减去客户的担忧与顾虑。

报警器报警后，触发切断阀自动关闭，并通过NB-IoT主动上报
适用范围广、可远程报警、远程消音，通过监控数据评估燃气泄漏风险

报警器报警后，触发智能表内置阀自动关闭，并借助NB-IoT燃气表主动上报
部署简单、成本低、燃气公司变被动售后为主动运维

方案1： NB-IoT报警器+ 电磁阀

方案2： 报警器 + NB-IoT燃气表

方案概述 主要优势

注：可选择通过低功耗蓝牙实现产品联动，无需布线

安全智慧厨房解决方案

安全保障一：本质出发 夯实安全 

安全保障二：智能联动 主动安全 

安全保障三：及时响应 服务安全

安全保障四：燃气保险 分担安全

安全 智慧 美味

产品型号 JKB-TK/M JKB-TK/M-N

使用环境 温度：-10℃ ~ +55℃；湿度：≤ 93%RH，无凝露

工作电压 AC 90V ～ 264V

额定功率 正常监视≤ 1W；上电及报警状态≤ 1.5W

报警设定值 10%LEL( 可通过 APP 选择灵敏度 )

响应时间 ≤ 30 秒，自动恢复

报警方式 声光报警 声光报警、短信报价、APP 报警

联动输出 输出 1：干节点，如燃气表、排风扇
输出 2：DC 12V 脉冲 1 秒，如切断阀（可定制）

预计寿命 ≥ 5 年（清洁空气中）

燃气安全解决方案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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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报警器是一款能检测燃气泄漏并给出报警提示信号的设备。当天然气
浓度达到报警阈值，即发出声光报警信号，并将报警信号输出给联动设备，同
时告知给燃气公司和用户，及时处理、检修。

NB-IoT天然气报警器无需配置网关，即插即用，支持远程报警、浓度输出、远
程消音、设备到期提醒等功能，用户能及时了解家里的燃气安全现状，并预测
可能出现的泄漏风险。

微小流检测：杜绝管道连接处、胶管老化龟裂、阀门沙眼、表具胶圈老化等造成的燃气微漏
过流切断：杜绝管体脱落、管体损坏等事故

熄火保护：在燃气灶具意外熄火60秒钟之内能够自动切断燃气，防止意外发生
防干烧：检测到干烧情况立即关阀，避免事故
定时关火：在烧开水、蒸煮食物时，稍不慎遗忘可能烧焦甚至发生事故，App可设置定时关火

风随火动：根据燃气灶的火力调节油烟机吸力，火大风大，火小风小。在完成烹饪后，可自动延时关机，排除厨
房的余烟和异味
联动排气：报警器检测到燃气泄漏后，联动IoT平台控制抽油烟机开启，进行排风
无接触智能操控：做饭过程中，手上有油污不便触碰烟机面板，可无接触开启/关闭油烟机，也可调节风力大小

用水监测：热水器中含计量及远传模块，通过App可智能监测用水量
智能温控：App可设置燃气热水器出水温度，且可开启省气模式
智能联动：若发生燃气泄漏，报警器报警时，切断热水器内置阀门

2020年德国红点设计奖
CCCF认证
IP51防护
1000万产品责任险

采用进口高可靠传感器，并辅以自主研发防误报系统，实现超高防气体干扰等级，超低误报率。

超低误报 生活无忧

当报警器检测到燃气泄漏后，会立即联动燃气表主动关阀、窗户自动开启，降低危险隐患，同时通过NB-IoT将信息发送
给燃气公司和用户。

德国红点设计奖 CCCF认证

互联互通 掌握安全

能够检测极低浓度（250ppm）的燃气泄漏，同时内置蜂鸣器及LED提示灯，检测到燃气泄漏后，发出高分贝报警和红色
闪光，更易感应。

超高分贝 快速报警

采用层叠式进气结构，兼具设计美学与高效实用于一身，产品能够有效防止油烟、凝露的侵蚀，具有超高的防护等级与
响应速度。

独特设计 高效防护

主要优势

方案架构图 天然气报警器

硬件产品

物联网燃气表

物联网燃气表

物联网燃气表

智能灶具

Goldcard Smart Group Co., Ltd.

Mr YOHEI KUWANO

NO.158, Jinqiao Street

310000 Hangzhou

China P. R.

Essen/Germany, March 2020

Your success in the Red Dot Award: Product Design 2020

Dear Mr KUWANO,

Your product has won an award in the Red Dot Award: Product Design 2020.
Congratulations on this great success!

For more than 60 years, the Red Dot Award has been 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designers and companies to assess good design. The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of our
jury in the evaluation process is unparalleled. True to the motto “In search of good
design and innovation”, they have tested individually each of the more than 6,500
products entered and have reached a joint decision on which products will receive a
distinction. The fact that you have won an award bears testimony to the good design
quality of your product.

Once you have booked your Winner Package, you can benefit from the services it
comprises for communicating your succes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package includes
the use of the Red Dot Winner Label as well as the presentation of your product in the
Red Dot Design Yearbook, i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and online.

In addition, I would be honoured to welcome you as a member of the Red Dot
Network. Our new communication platform brings together the best of the design
industry. This includes you as a winner in the Red Dot Award: Product Design. You will
be able to register when booking the Winner Package. You can look forward to
numerous valuable benefits!

I am excited about the award ceremony in Essen on 22 June, where we will join
together in celebrating your success.

Yours sincerely,

Professor Dr Peter Zec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Red D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