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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包括

控温模块、控制机构和固定在多个矿道舱室内沿

的舱室识别机构，所述控温模块包括固定在矿道

外部的控温仓，所述控温仓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

可自动清理灰尘的喷头组件，所述喷头组件安装

在矿道舱室的顶部。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矿用温度

控制装置，通过设置的舱室识别机构，将多个矿

道舱室进行分段控温，图像采集单元和人脸识别

模块可针对矿道中的运行机器的能耗、运行的机

器数量信息、矿道中的温度、矿道中矿工的人数

和矿道中的矿工的劳动强度状态进行有效识别，

并反馈到控制机构，控制机构根据舱室识别机构

反馈的信息控制控温模块、电磁阀和喷头组件对

矿道舱室进行选择性降温或升温。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11852537 A

2020.10.30

CN
 1
11
85
25
37
 A



1.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控温模块、控制机构和固定在多个矿道舱

室内沿的舱室识别机构，所述舱室识别机构适于识别矿道中的运行机器的能耗、运行的机

器数量信息、矿道中的温度、矿道中矿工的人数和矿道中的矿工的劳动强度状态，所述控温

模块包括固定在矿道外部的控温仓，所述控温仓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可自动清理灰尘的喷

头组件，所述喷头组件安装在矿道舱室的顶部，所述控制机构的内部安装有矿工信息储存

模块，所述矿工信息储存模块适于储存矿工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信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舱室识别机构包括

温度传感器和图像采集单元，所述温度传感器适于实时感应矿道内部的温度，所述图像采

集单元包括人脸识别模块、矿工状态模块、机器状态模块和人数计数模块，所述人脸识别模

块适于对矿工的面部进行识别，从矿工信息储存模块中识别该矿道舱室中矿工的年龄和身

体状况信息，对不属于该矿道舱室的矿工进行警告，所述矿工状态模块适于对矿工的劳动

强度状态进行识别，所述人数计数模块适于对单个矿道舱室内部的矿工人员进行计数。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器状态模块包括

机器数量单元和机器能耗单元，所述机器数量单元适于通过控制机构识别在该矿道舱室中

运行的机器的数量和类型，所述机器能耗单元适于识别运行机器的能耗与散热量。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喷头组件包括喷

嘴，所述喷嘴的输出端安装有清理单元，所述喷嘴的输入端与连接管导通连接，所述喷嘴的

侧面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设置为弧形，所述喷嘴的侧面且位于滑槽的上方固定安装有固

定块，所述喷嘴的一侧且位于滑槽的对面转动连接有转杆，所述喷嘴的内沿通过转杆转动

连接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的左端与滑槽滑动连接，所述固定板的上表面开设有通气孔，所

述固定板的底面固定安装有防尘网，所述防尘网的下表面为弧形，所述固定块的底面固定

安装有压缩弹簧，所述压缩弹簧的底端与固定板的上表面固定连接，这样喷头组件上连接

的的清理单元，固定板的端部在弧形的滑槽、固定块和压缩弹簧的作用下，在喷嘴出气的情

况下，固定板在滑槽上滑动，对防尘网上的灰尘进行抖落，这样防止矿道中的灰尘堆积在防

尘网上导致喷嘴堵塞。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温仓的输出端与

喷头组件通过气管连接，位于同一个矿道舱室的所述喷头组件之间连接有连接管，所述气

管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电磁阀，所述控制器通过电磁阀控制控温仓向喷头组件喷出的气体

流量。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控温仓的内部固定

安装有气泵、加热板和冷凝板，所述气泵适于对将外部的气体导入控温仓中，并将加热或冷

却的气体导出至连接管中，并由喷头组件喷出，所述加热板适于在控制机构的作用下对控

温仓内部的气体进行加热，所述冷凝板适于在控制机构的作用下对控温仓内部的气体进行

制冷。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使用方法

如下：

A：将装置接通电源，固定在多个矿道舱室内沿的舱室识别机构的温度传感器实时感应

矿道内部的温度，人脸识别模块对矿工的面部进行识别，从矿工信息储存模块中识别该矿

道舱室中矿工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信息，对不属于该矿道舱室的矿工进行警告，矿工状态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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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对矿工的劳动强度状态进行识别，人数计数模块对单个矿道舱室内部的矿工人员进行计

数，机器数量单元通过控制机构识别在该矿道舱室中运行的机器的数量和类型，机器能耗

单元识别运行机器的能耗与散热量，并将信息传输至控制器，控制器对信息进行分析并得

出最佳的降温或升温方案；

B:完成A步骤后，气泵对将外部的气体导入控温仓中，并将加热或冷却的气体导出至连

接管中，并由喷头组件喷出加热板在控制机构的作用下对控温仓内部的气体进行加热，冷

凝板在控制机构的作用下对控温仓内部的气体进行制冷，且控制器控制电磁阀进而控制控

温仓向喷头组件喷出的气体流量，控温仓内部的气体通过连接管和喷嘴进入矿道腔室中，

这样控制机构根据舱室识别机构反馈的信息控制控温模块、电磁阀和喷头组件对矿道舱室

进行选择性降温或升温，这样不仅有利于矿工的身体健康，且有利于节约电力资源；

C:完成B步骤的同时，在喷嘴出气的情况下，固定板的端部在弧形的滑槽、固定块和压

缩弹簧的作用下，固定板的左端在滑槽上滑动，固定板的右端在转杆的外表面转动，这样在

压缩弹簧的抖动下对防尘网上的灰尘进行抖落，这样防止矿道中的灰尘堆积在防尘网上导

致喷嘴堵塞，实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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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矿井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矿工在矿井下的工作较为繁重，但是多个矿道舱室的工作不同，这就导

致多个矿道舱室的运行机器的能耗、运行的机器数量信息、矿道中矿工的人数和矿道中的

矿工的劳动强度状态不同，而现有的矿道的环境无法安装空调，只能从外部的控温仓通过

气管向矿道舱室内部注入加热或冷却的气体，这样就导致无法对不同工作的矿道舱室进行

识别从而无法注入不同流量的加热或冷却的气体，不利于矿工的身体健康，且不利于节约

电力资源，其次矿井下的粉尘较多易将喷气装置的喷嘴堵塞而减小气体的喷出流量，导致

装置失灵，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可以有效解决背景技术中的

问题：无法对不同工作的矿道舱室进行识别从而无法注入不同流量的加热或冷却的气体，

不利于矿工的身体健康，且不利于节约电力资源，其次矿井下的粉尘较多易将喷气装置的

喷嘴堵塞而减小气体的喷出流量。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包括控温模块、控制机构和固定在多个矿道舱室内沿的舱室

识别机构，所述舱室识别机构适于识别矿道中的运行机器的能耗、运行的机器数量信息、矿

道中的温度、矿道中矿工的人数和矿道中的矿工的劳动强度状态，所述控温模块包括固定

在矿道外部的控温仓，所述控温仓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可自动清理灰尘的喷头组件，所述

喷头组件安装在矿道舱室的顶部，所述控制机构的内部安装有矿工信息储存模块，所述矿

工信息储存模块适于储存矿工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信息。

[0005] 进一步的，所述舱室识别机构包括温度传感器和图像采集单元，所述温度传感器

适于实时感应矿道内部的温度，所述图像采集单元包括人脸识别模块、矿工状态模块、机器

状态模块和人数计数模块，所述人脸识别模块适于对矿工的面部进行识别，从矿工信息储

存模块中识别该矿道舱室中矿工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信息，对不属于该矿道舱室的矿工进行

警告，所述矿工状态模块适于对矿工的劳动强度状态进行识别，所述人数计数模块适于对

单个矿道舱室内部的矿工人员进行计数。

[0006] 进一步的，所述机器状态模块包括机器数量单元和机器能耗单元，所述机器数量

单元适于通过控制机构识别在该矿道舱室中运行的机器的数量和类型，所述机器能耗单元

适于识别运行机器的能耗与散热量。

[0007] 进一步的，所述喷头组件包括喷嘴，所述喷嘴的输出端安装有清理单元，所述喷嘴

的输入端与连接管导通连接，所述喷嘴的侧面开设有滑槽，所述滑槽设置为弧形，所述喷嘴

的侧面且位于滑槽的上方固定安装有固定块，所述喷嘴的一侧且位于滑槽的对面转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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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转杆，所述喷嘴的内沿通过转杆转动连接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的左端与滑槽滑动连接，

所述固定板的上表面开设有通气孔，所述固定板的底面固定安装有防尘网，所述防尘网的

下表面为弧形，所述固定块的底面固定安装有压缩弹簧，所述压缩弹簧的底端与固定板的

上表面固定连接，这样喷头组件上连接的的清理单元，固定板的端部在弧形的滑槽、固定块

和压缩弹簧的作用下，在喷嘴出气的情况下，固定板在滑槽上滑动，对防尘网上的灰尘进行

抖落，这样防止矿道中的灰尘堆积在防尘网上导致喷嘴堵塞。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控温仓的输出端与喷头组件通过气管连接，位于同一个矿道舱室

的所述喷头组件之间连接有连接管，所述气管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电磁阀，所述控制器通

过电磁阀控制控温仓向喷头组件喷出的气体流量。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控温仓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气泵、加热板和冷凝板，所述气泵适于对

将外部的气体导入控温仓中，并将加热或冷却的气体导出至连接管中，并由喷头组件喷出，

所述加热板适于在控制机构的作用下对控温仓内部的气体进行加热，所述冷凝板适于在控

制机构的作用下对控温仓内部的气体进行制冷。

[0010] 进一步的，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所述使用方法如下：

A：将装置接通电源，固定在多个矿道舱室内沿的舱室识别机构的温度传感器实时感应

矿道内部的温度，人脸识别模块对矿工的面部进行识别，从矿工信息储存模块中识别该矿

道舱室中矿工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信息，对不属于该矿道舱室的矿工进行警告，矿工状态模

块对矿工的劳动强度状态进行识别，人数计数模块对单个矿道舱室内部的矿工人员进行计

数，机器数量单元通过控制机构识别在该矿道舱室中运行的机器的数量和类型，机器能耗

单元识别运行机器的能耗与散热量，并将信息传输至控制器，控制器对信息进行分析并得

出最佳的降温或升温方案；

B:完成A步骤后，气泵对将外部的气体导入控温仓中，并将加热或冷却的气体导出至连

接管中，并由喷头组件喷出加热板在控制机构的作用下对控温仓内部的气体进行加热，冷

凝板在控制机构的作用下对控温仓内部的气体进行制冷，且控制器控制电磁阀进而控制控

温仓向喷头组件喷出的气体流量，控温仓内部的气体通过连接管和喷嘴进入矿道腔室中，

这样控制机构根据舱室识别机构反馈的信息控制控温模块、电磁阀和喷头组件对矿道舱室

进行选择性降温或升温，这样不仅有利于矿工的身体健康，且有利于节约电力资源；

C:完成B步骤的同时，在喷嘴出气的情况下，固定板的端部在弧形的滑槽、固定块和压

缩弹簧的作用下，固定板的左端在滑槽上滑动，固定板的右端在转杆的外表面转动，这样在

压缩弹簧的抖动下对防尘网上的灰尘进行抖落，这样防止矿道中的灰尘堆积在防尘网上导

致喷嘴堵塞，实用性较高。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通过设置的舱室识别机构，将多个矿道舱室进行分段控温，图像采集单元和人脸识别

模块可针对矿道中的运行机器的能耗、运行的机器数量信息、矿道中的温度、矿道中矿工的

人数和矿道中的矿工的劳动强度状态进行有效识别，并反馈到控制机构，控制机构根据舱

室识别机构反馈的信息控制控温模块、电磁阀和喷头组件对矿道舱室进行选择性降温或升

温，这样不仅有利于矿工的身体健康，且有利于节约电力资源，通过设置喷头组件上连接的

的清理单元，固定板的端部在弧形的滑槽、固定块和压缩弹簧的作用下，在喷嘴出气的情况

下，固定板在滑槽上滑动，对防尘网上的灰尘进行抖落，这样防止矿道中的灰尘堆积在防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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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导致喷嘴堵塞。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的运行流程示意图。

[0014] 图3为本发明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的识别流程示意图。

[0015] 图4为本发明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的喷头组件的示意图。

[0016] 图中：1、控温仓；2、舱室识别机构；3、喷头组件；4、电磁阀；101、气泵；102、加热板；

103、冷凝板；301、连接管；302、喷嘴；303、滑槽；304、固定块；305、转杆；306、固定板；307、通

气孔；308、防尘网；309、压缩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18] 实施例1

如图1-4所示，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包括控温模块、控制机构和固定在多个矿道舱

室内沿的舱室识别机构（2），舱室识别机构（2）适于识别矿道中的运行机器的能耗、运行的

机器数量信息、矿道中的温度、矿道中矿工的人数和矿道中的矿工的劳动强度状态，控温模

块包括固定在矿道外部的控温仓（1），控温仓（1）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可自动清理灰尘的喷

头组件（3），喷头组件（3）安装在矿道舱室的顶部，控制机构的内部安装有矿工信息储存模

块，矿工信息储存模块适于储存矿工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信息。

[0019] 舱室识别机构（2）包括温度传感器和图像采集单元，温度传感器适于实时感应矿

道内部的温度，图像采集单元包括人脸识别模块、矿工状态模块、机器状态模块和人数计数

模块，人脸识别模块适于对矿工的面部进行识别，从矿工信息储存模块中识别该矿道舱室

中矿工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信息，对不属于该矿道舱室的矿工进行警告，矿工状态模块适于

对矿工的劳动强度状态进行识别，人数计数模块适于对单个矿道舱室内部的矿工人员进行

计数。

[0020] 机器状态模块包括机器数量单元和机器能耗单元，机器数量单元适于通过控制机

构识别在该矿道舱室中运行的机器的数量和类型，机器能耗单元适于识别运行机器的能耗

与散热量。

[0021] 喷头组件（3）包括喷嘴（302），喷嘴（302）的输出端安装有清理单元，喷嘴（302）的

输入端与连接管（301）导通连接，喷嘴（302）的侧面开设有滑槽（303），滑槽（303）设置为弧

形，喷嘴（302）的侧面且位于滑槽（303）的上方固定安装有固定块（304），喷嘴（302）的一侧

且位于滑槽（303）的对面转动连接有转杆（305），喷嘴（302）的内沿通过转杆（305）转动连接

有固定板（306），固定板（306）的左端与滑槽（303）滑动连接，固定板（306）的上表面开设有

通气孔（307），固定板（306）的底面固定安装有防尘网（308），防尘网（308）的下表面为弧形，

固定块（304）的底面固定安装有压缩弹簧（309），压缩弹簧（309）的底端与固定板（306）的上

表面固定连接，这样喷头组件（3）上连接的的清理单元，固定板（306）的端部在弧形的滑槽

（303）、固定块（304）和压缩弹簧（309）的作用下，在喷嘴（302）出气的情况下，固定板（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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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滑槽（303）上滑动，对防尘网（308）上的灰尘进行抖落，这样防止矿道中的灰尘堆积在防

尘网（308）上导致喷嘴（302）堵塞。

[0022] 控温仓（1）的输出端与喷头组件（3）通过气管连接，位于同一个矿道舱室的喷头组

件（3）之间连接有连接管（301），气管的输出端固定安装有电磁阀（4），控制器通过电磁阀

（4）控制控温仓（1）向喷头组件（3）喷出的气体流量。

[0023] 控温仓（1）的内部固定安装有气泵（101）、加热板（102）和冷凝板（103），气泵（101）

适于对将外部的气体导入控温仓（1）中，并将加热或冷却的气体导出至连接管（301）中，并

由喷头组件（3）喷出，加热板（102）适于在控制机构的作用下对控温仓（1）内部的气体进行

加热，冷凝板（103）适于在控制机构的作用下对控温仓（1）内部的气体进行制冷。

[0024] 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使用方法如下：

A：将装置接通电源，固定在多个矿道舱室内沿的舱室识别机构（2）的温度传感器实时

感应矿道内部的温度，人脸识别模块对矿工的面部进行识别，从矿工信息储存模块中识别

该矿道舱室中矿工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信息，对不属于该矿道舱室的矿工进行警告，矿工状

态模块对矿工的劳动强度状态进行识别，人数计数模块对单个矿道舱室内部的矿工人员进

行计数，机器数量单元通过控制机构识别在该矿道舱室中运行的机器的数量和类型，机器

能耗单元识别运行机器的能耗与散热量，并将信息传输至控制器，控制器对信息进行分析

并得出最佳的降温或升温方案；

B:完成A步骤后，气泵（101）对将外部的气体导入控温仓（1）中，并将加热或冷却的气体

导出至连接管（301）中，并由喷头组件（3）喷出加热板（102）在控制机构的作用下对控温仓

（1）内部的气体进行加热，冷凝板（103）在控制机构的作用下对控温仓（1）内部的气体进行

制冷，且控制器控制电磁阀（4）进而控制控温仓（1）向喷头组件（3）喷出的气体流量，控温仓

（1）内部的气体通过连接管（301）和喷嘴（302）进入矿道腔室中，这样控制机构根据舱室识

别机构（2）反馈的信息控制控温模块、电磁阀（4）和喷头组件（3）对矿道舱室进行选择性降

温或升温，这样不仅有利于矿工的身体健康，且有利于节约电力资源；

C:完成B步骤的同时，在喷嘴（302）出气的情况下，固定板（306）的端部在弧形的滑槽

（303）、固定块（304）和压缩弹簧（309）的作用下，固定板（306）的左端在滑槽（303）上滑动，

固定板（306）的右端在转杆（305）的外表面转动，这样在压缩弹簧（309）的抖动下对防尘网

（308）上的灰尘进行抖落，这样防止矿道中的灰尘堆积在防尘网（308）上导致喷嘴（302）堵

塞，实用性较高。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的舱室识别机构（2），将多个矿道舱室进行分段

控温，图像采集单元和人脸识别模块可针对矿道中的运行机器的能耗、运行的机器数量信

息、矿道中的温度、矿道中矿工的人数和矿道中的矿工的劳动强度状态进行有效识别，并反

馈到控制机构，控制机构根据舱室识别机构（2）反馈的信息控制控温模块、电磁阀（4）和喷

头组件（3）对矿道舱室进行选择性降温或升温，这样不仅有利于矿工的身体健康，且有利于

节约电力资源，通过设置喷头组件（3）上连接的的清理单元，固定板（306）的端部在弧形的

滑槽（303）、固定块（304）和压缩弹簧（309）的作用下，在喷嘴（302）出气的情况下，固定板

（306）在滑槽（303）上滑动，对防尘网（308）上的灰尘进行抖落，这样防止矿道中的灰尘堆积

在防尘网（308）上导致喷嘴（302）堵塞。

[0026]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为一种矿用温度控制装置，在使用时，首先，将装置接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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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固定在多个矿道舱室内沿的舱室识别机构（2）的温度传感器实时感应矿道内部的温度，

人脸识别模块对矿工的面部进行识别，从矿工信息储存模块中识别该矿道舱室中矿工的年

龄和身体状况信息，对不属于该矿道舱室的矿工进行警告，矿工状态模块对矿工的劳动强

度状态进行识别，人数计数模块对单个矿道舱室内部的矿工人员进行计数，机器数量单元

通过控制机构识别在该矿道舱室中运行的机器的数量和类型，机器能耗单元识别运行机器

的能耗与散热量，并将信息传输至控制器，控制器对信息进行分析并得出最佳的降温或升

温方案，其次，气泵（101）对将外部的气体导入控温仓（1）中，并将加热或冷却的气体导出至

连接管（301）中，并由喷头组件（3）喷出加热板（102）在控制机构的作用下对控温仓（1）内部

的气体进行加热，冷凝板（103）在控制机构的作用下对控温仓（1）内部的气体进行制冷，且

控制器控制电磁阀（4）进而控制控温仓（1）向喷头组件（3）喷出的气体流量，控温仓（1）内部

的气体通过连接管（301）和喷嘴（302）进入矿道腔室中，这样控制机构根据舱室识别机构

（2）反馈的信息控制控温模块、电磁阀（4）和喷头组件（3）对矿道舱室进行选择性降温或升

温，这样不仅有利于矿工的身体健康，且有利于节约电力资源，同时，在喷嘴（302）出气的情

况下，固定板（306）的端部在弧形的滑槽（303）、固定块（304）和压缩弹簧（309）的作用下，固

定板（306）的左端在滑槽（303）上滑动，固定板（306）的右端在转杆（305）的外表面转动，这

样在压缩弹簧（309）的抖动下对防尘网（308）上的灰尘进行抖落，这样防止矿道中的灰尘堆

积在防尘网（308）上导致喷嘴（302）堵塞，实用性较高。

[002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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