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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场现场智能主控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煤场现场智能主控

装置，主控装置上部设置有声光报警器,主控装

置正面设置有显示器,显示器下部设置有电源开

关,电源开关旁边设置有电源指示灯和报警复位

按钮；主控装置下部设置有进线接口,主控装置

上部设置有无线通信天线；主控装置内外围设置

有线槽,主控装置内侧上部并列设置有第一保险

丝座和第二保险丝座,第一保险丝座和第二保险

丝座下部设置有主控板,主控板下部设置有工业

交换机,工业交换机下部安装有接线端子排,接

线端子排下部安装有接地铜排；接地铜排一侧安

装有光纤盒,光纤盒上部安装有光纤收发器,光

纤收发器上部安装有工业主板，该主控装置集成

度高，可有效解决防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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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场现场智能主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装置上部设置有声光报警器

(1) ,主控装置正面设置有显示器(3) ,显示器下部设置有电源开关(4) ,电源开关旁边设置

有电源指示灯(5)和报警复位按钮(6)；所述主控装置下部设置有进线接口(7) ,主控装置上

部设置有无线通信天线(9)；所述主控装置内外围设置有线槽(11) ,主控装置内侧上部并列

设置有第一保险丝座(12)和第二保险丝座(13) ,第一保险丝座和第二保险丝座下部设置有

主控板(14) ,主控板下部设置有工业交换机(15) ,工业交换机下部安装有接线端子排(16) ,

接线端子排下部安装有接地铜排(17)；所述接地铜排一侧安装有光纤盒(19) ,光纤盒上部

安装有光纤收发器(20) ,光纤收发器上部安装有工业主板(21) ,工业主板上部安装有无线

AP模块(22)；所述主控装置上部设置有天线接口（23），天线接口一侧安装有声光报警器接

口（24），主控装置内安装有变压器（2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场现场智能主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装置上设

置有固定孔（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场现场智能主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装置上安

装有门把手（8）。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场现场智能主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声光报警器接

口（24）和声光报警器（1）之间连接有防爆软管（1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场现场智能主控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控装置外侧

安装有外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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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场现场智能主控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煤场综合控制装置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煤场现场智能主控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为有效抑制扬尘，减少环境污染，改善人们生存环境，煤场封闭化已经成为煤矿企

业和电厂储煤场的发展趋势。在封闭式煤场中，煤与空气长期接触将会发生氧化反应，释放

热量、有毒有害气体，并容易产生自燃，对人员、设备造成极大的损害。另外，煤场封闭化后，

给煤堆分类、存量盘点等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因此，对封闭煤场进行智能数字化改造和建

设，具有很大的必要性，并将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0003] 数字化煤场智能主控装置作为封闭煤场的现场核心控制装置，其性能直接影响系

统的智能化水平。目前对于封闭煤场内的环境信息监控，主要采用PLC之类的现场控制器采

集数据，控制器接口类型少，功能单一，无法满足各种传感器数据接入、传输、分析处理、联

动、综合控制等需求，也无法提供各种接口供其他厂家系统共享数据。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煤场现场智能主控装置，该设备的使用可以解决现有技术

的缺点，实现了数字化煤场现场各系统设备的智能化集成。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煤场现场智能主控装置，所

述主控装置上部设置有声光报警器,主控装置正面设置有显示器,显示器下部设置有电源

开关,电源开关旁边设置有电源指示灯和报警复位按钮；主控装置下部设置有进线接口,主

控装置上部设置有无线通信天线；主控装置内外围设置有线槽,主控装置内侧上部并列设

置有第一保险丝座和第二保险丝座,第一保险丝座和第二保险丝座下部设置有主控板,主

控板下部设置有工业交换机,工业交换机下部安装有接线端子排,接线端子排下部安装有

接地铜排；接地铜排一侧安装有光纤盒,光纤盒上部安装有光纤收发器,光纤收发器上部安

装有工业主板,工业主板上部安装有无线AP模块；主控装置上部设置有天线接口，天线接口

一侧安装有声光报警器接口，主控装置内安装有变压器。

[0006] 优选的，所述主控装置上设置有固定孔。

[0007] 优选的，所述主控装置上安装有门把手。

[0008] 优选的，所述声光报警器接口24和声光报警器1之间连接有防爆软管。

[0009] 优选的，所述主控装置外侧安装有外壳。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1] 1. 能够实现在线检测与显示煤场内一氧化碳、甲烷、氧气、粉尘浓度、烟雾报警信

息等环境数据以及煤堆温度，并及时将检测数据传输至监控室，同时提供各种常用现场总

线接口，解决了煤场环境安全监控系统、现场自动盘煤系统、皮带明火煤监控系统、现场视

频监控系统、无线定位系统等各功能系统的数据汇总接入、分析融合、数据打包传输、数据

共享、联动保护等问题，真正实现了数字化煤场现场各系统设备的智能化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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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2.  装置采用防爆外壳进行整体本质安全防爆，可解决煤场内部易燃易爆环境内

控制系统本质安全防爆难题；

[0013] 3.  使用显示屏防爆玻璃窗口，可解决使用防爆外壳时无法观看显示屏画面的难

题。自动周期切换页面，可解决防爆外壳防护下无法操作显示屏的难题。

[0014] 通过以下参照附图对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详细描述，本公开的其它特征及其

优点将会变得清楚。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公开实施例或相关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相

关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公开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主控装置正面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主控装置内部布局图；

[0018] 图中：1、声光报警器，2、固定孔，3、显示器，4、电源开关，5、电源指示灯，6、报警复

位按钮，7、进线接口，8、门把手，9、无线通信天线，10、防爆软管，11、线槽，12、第一保险丝

座，13、第二保险丝座，14、主控板，15、工业交换机，16、接线端子排，17、接地铜排，18、外壳，

19、光纤盒，20、光纤收发器，21、工业主板，22、无线AP模块，23、天线接口，24、声光报警器接

口，25、变压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以下对至少一个示例性实施例的描述实际上仅仅是说明性的，决不作为对本实用

新型及其应用或使用的任何限制。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

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0] 除非另外具体说明，否则在这些实施例中阐述的部件和步骤的相对布置、数字表

达式和数值不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同时，应当明白，为了便于描述，附图中所示出的各

个部分的尺寸并不是按照实际的比例关系绘制的。对于相关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已知的技

术、方法和设备可能不作详细讨论，但在适当情况下，所述技术、方法和设备应当被视为授

权说明书的一部分。在这里示出和讨论的所有示例中，任何具体值应被解释为仅仅是示例

性的，而不是作为限制。因此，示例性实施例的其它示例可以具有不同的值。应注意到：相似

的标号和字母在下面的附图中表示类似项，因此，一旦某一项在一个附图中被定义，则在随

后的附图中不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讨论。

[0021] 为了便于描述，在这里可以使用空间相对术语，如“在……之上”、“在……上方”、

“在……上表面”、“上面的”等，用来描述如在图中所示的一个器件或特征与其他器件或特

征的空间位置关系。应当理解的是，空间相对术语旨在包含除了器件在图中所描述的方位

之外的在使用或操作中的不同方位。例如，如果附图中的器件被倒置，则描述为“在其他器

件或构造上方”或“在其他器件或构造之上”的器件之后将被定位为“在其他器件或构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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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或“在其他器件或构造之下”。因而，示例性术语“在……上方”可以包括“在……上方”和

“在……下方”两种方位。该器件也可以其他不同方式定位（旋转90度或处于其他方位），并

且对这里所使用的空间相对描述作出相应解释。

[0022] 请参阅图1-2，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煤场现场智能主控装置，其特

征在于：主控装置上部设置有声光报警器1,主控装置正面设置有显示器3,显示器下部设置

有电源开关4,电源开关旁边设置有电源指示灯5和报警复位按钮6；主控装置下部设置有进

线接口7,主控装置上部设置有无线通信天线9；主控装置内外围设置有线槽11,主控装置内

侧上部并列设置有第一保险丝座12和第二保险丝座13,第一保险丝座和第二保险丝座下部

设置有主控板14,主控板下部设置有工业交换机15,工业交换机下部安装有接线端子排16,

接线端子排下部安装有接地铜排17；接地铜排一侧安装有光纤盒19,光纤盒上部安装有光

纤收发器20,光纤收发器上部安装有工业主板21,工业主板上部安装有无线AP模块22；主控

装置上部设置有天线接口23，天线接口一侧安装有声光报警器接口24，主控装置内安装有

变压器25。主控装置上设置有固定孔2。主控装置上安装有门把手8。声光报警器接口24和声

光报警器1之间连接有防爆软管10。主控装置外侧安装有外壳18。

[0023] 声光报警器1：当装置检测到传感器数据超出预设阈值时，发出声光报警，需人工

按报警复位按钮6现场确认，传感器数据恢复正常时，自动关闭声光报警。固定孔2：装置左

右侧各2个固定孔，可使用膨胀螺丝讲主控装置固定于煤场墙壁上。显示屏3：显示屏外部通

过防爆玻璃进行防护，透过防爆玻璃窗口可实时显示当前煤场内部各项传感器数据、皮带

明火煤监测系统红外探测器温度数据、喷淋系统电磁阀动作状态，自动盘煤系统运行状态、

现场视频监控系统各摄像头通信状态、无线定位系统位置信息等；当某项传感器数据超限

时，对应数据会闪烁提示，并通过声光报警灯发出报警；可自动周期切换页面显示实时数

据、历史报表、历史曲线、报警记录、参数设置等画面。

[0024] 电源开关4：开通/关断装置电源。电源指示灯5：通过指示灯直观判断装置内是否

有电。报警复位按钮6：发生报警时，工作人员确认报警源，点击按钮复位报警，声光报警灯

关闭。底部进线接口7。门把手8：主控装置巡检维修时用于操作打开面板。无线通信天线9：

用于与现场自动盘煤系统通信，共享盘煤数据。防爆软管10：用于连接装置内主控板和声光

报警器。线槽11：归拢放置导线。保险丝座12、13：为外部传感器、检测仪供电端子提供过流

熔断保护。

[0025] 主控板14：采集传感器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并控制输出继电器动作，接收

开关量输入信号，与显示屏交换显示数据，通过以太网口与远程监控中心通讯。同时提供各

种常用现场总线接口，用于煤场环境安全监控系统、现场自动盘煤系统、皮带明火煤监控系

统、现场视频监控系统、无线定位系统等各功能系统的数据汇总接入、分析融合、数据打包

传输、数据共享、联动保护等。工业交换机15：连接现场各系统的网络通信设备。接线端子排

16：用于连接装置外传感器电源线和通信线。接地铜排17：用于汇总需要接地的各设备模块

接地线。

[0026] 光纤盒19：尾纤与光缆转换连接器，尾纤连接至光端机，光缆连接至远程监控中

心。

[0027] 光纤收发器20：将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光口连接光纤盒，电口连接主控板以太网

口，用于与远程监控中心通讯。工业主板21：协助主控板接收存储、报文解析、分析处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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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叠加、汇总打包处理现场各系统传来的数据。无线AP模块22：用于与现场自动盘煤系统通

信，接收自动盘煤数据，发送盘煤控制命令。无线AP天线接口23。声光报警器防爆软管接口

24。变压器25：把外部引入的220V交流电转换成24V直流电，为装置内部各部件和外部各传

感器提供电源。

[0028]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理解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

改、替换和变型，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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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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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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