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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电气化铁道作业车安全运行

智能监控云平台，包括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所

述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与作业平台安全保护系

统实现双向连接，所述作业平台安全保护系统包

括网络语音报警模块、平台安全门反锁模块、门

联锁报警模块、灯光提示模块、人工开锁模块和

故障自检模块，涉及铁道监控技术领域。该电气

化铁道作业车安全运行智能监控云平台，可提前

发现作业车可能存在的问题，保证作业车运用的

稳定，通过检测作业车周围的高压信号，防止作

业过程中高压触电事故的发生，监控作业车的止

轮器状态，防止因止轮器的使用不当而造成行车

安全事故，从而很好的实现将接触网作业车的整

个施工作业流程进行安全监控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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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气化铁道作业车安全运行智能监控云平台，包括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其特征

在于：所述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与作业平台安全保护系统(2)实现双向连接，所述作业

平台安全保护系统(2)包括网络语音报警模块(21)、平台安全门反锁模块(22)、门联锁报警

模块(23)、灯光提示模块(24)、人工开锁模块(25)和故障自检模块(26)，且作业车安全防护

系统(1)的输出端与声光报警器(3)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与无线收

发器(4)实现双向连接，且无线收发器(4)与远程监控终端(5)实现双向连接，所述作业车安

全防护系统(1)与机车止轮器智能管理系统(6)实现双向连接；

所述机车止轮器智能管理系统(6)包括漏设语音报警提示模块(61)、止轮器设置规范

性检测模块(62)、漏撤语音报警提示模块(63)、止轮器丢失语音报警提示模块(64)、止轮器

状态显示模块(65)、机车重联使用模块(66)、故障信息自动记录及查询模块(67)、外接充电

模块(68)和故障切除模块(69)；

所述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与作业车视频监控系统(8)实现双向连接；所述作业车视

频监控系统(8)包括作业车前后车钩监控模块(81)、挂钩限速模块(82)、作业车前后环境监

控模块(83)、本地画面切换及图片抓拍上传模块(84)、车内实时状况监测模块(85)、烟雾报

警模块(86)和录像备份模块(87)；

所述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与行驶油量管理系统(10)实现双向连接；所述行驶油量

管理系统(10)包括油箱剩余油量实时显示模块(101)、加油时间及加油量查询模块(102)、

耗油量及耗油时间查询模块(103)、低油量报警模块(104)、可行驶距离显示模块(105)、数

据下载模块(106)和加油口防盗模块(107)；

所述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与作业车蓄电池管理系统(11)实现双向连接；所述作业

车蓄电池管理系统(11)包括蓄电池电压监测模块(111)、充/放电指示模块(112)、充电电流

检测模块(113)、放电电流检测模块(114)和低电压报警提示模块(1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气化铁道作业车安全运行智能监控云平台，其特征在于：所

述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的输出端与警示灯(7)的输入端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气化铁道作业车安全运行智能监控云平台，其特征在于：所

述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的输出端与扬声器(9)的输入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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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化铁道作业车安全运行智能监控云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铁道监控技术领域，具体为电气化铁道作业车安全运行智能监控云平

台。

背景技术

[0002] 铁路运输是一种陆上运输方式，以机车牵引列车车辆在两条平行的铁轨上行驶，

传统方式是钢轮行进，但广义的铁路运输尚包括磁悬浮列车、缆车、索道等非钢轮行进的方

式，或称轨道运输，铁轨能提供极光滑及坚硬的媒介让列车车轮在上面以最小的摩擦力滚

动，使这上面的人感到更舒适，而且它还能节省能量，如果配置得当，铁路运输可以比路面

运输运载同一重量物时节省五至七成能量，而且，铁轨能平均分散列车的重量，使列车的载

重能力大大提高，铁路有时指某铁路“线”如京广铁路，有时指铁路线的集合而包括旧线新

线或一线二线，如某铁路扩改名义下新建一条还是属于某铁路系统，高铁时代的铁路等级

很复杂，有路网等级、时速等级、客货等级等不同角度的分级，高铁级高于国铁Ⅰ级，国铁Ⅰ级

有的是快速铁路，有的是普通铁路。

[0003] 随着铁路的快速发展，线路日益增多，运输车辆日益密集，作业任务也随之增加，

提高作业车的工作效率是保证铁路正常运输的前提，改善作业车的运用环境是市场发展的

必然方向，接触网作业车在运用过程中各种事故时有发生，给正常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迫

切需要通过科技手段保证接触网作业车的正常运用，参考和谐交流机车的6A系统的模式，

根据现场的需求定制统一的安装管理方案，将接触网作业车的各种设备集中管理，接触网

作业车的安全行车设备种类少，安装杂乱，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产品，给作业车的运用和管

理带来诸多不便。

发明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电气化铁道作业车安全运行智能监控云平

台，解决了现有接触网作业车的安全行车设备种类少，安装杂乱，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产

品，给作业车的运用和管理带来诸多不便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电气化铁道作业车安全运

行智能监控云平台，包括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所述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与作业平台安全

保护系统实现双向连接，所述作业平台安全保护系统包括网络语音报警模块、平台安全门

反锁模块、门联锁报警模块、灯光提示模块、人工开锁模块和故障自检模块，且作业车安全

防护系统的输出端与声光报警器的输入端连接，所述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与无线收发器实

现双向连接，且无线收发器与远程监控终端实现双向连接，所述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与机

车止轮器智能管理系统实现双向连接。

[0008] 优选的，所述机车止轮器智能管理系统包括漏设语音报警提示模块、止轮器设置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9229120 B

3



规范性检测模块、漏撤语音报警提示模块、止轮器丢失语音报警提示模块、止轮器状态显示

模块、机车重联使用模块、故障信息自动记录及查询模块、外接充电模块和故障切除模块。

[0009] 优选的，所述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的输出端与警示灯的输入端连接，且作业车安

全防护系统与作业车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双向连接。

[0010] 优选的，所述作业车视频监控系统包括作业车前后车钩监控模块、挂钩限速模块、

作业车前后环境监控模块、本地画面切换及图片抓拍上传模块、车内实时状况监测模块、烟

雾报警模块和录像备份模块。

[0011] 优选的，所述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的输出端与扬声器的输入端连接，且作业车安

全防护系统与行驶油量管理系统实现双向连接。

[0012] 优选的，所述行驶油量管理系统包括油箱剩余油量实时显示模块、加油时间及加

油量查询模块、耗油量及耗油时间查询模块、低油量报警模块、可行驶距离显示模块、数据

下载模块和加油口防盗模块。

[0013] 优选的，所述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与作业车蓄电池管理系统实现双向连接。

[0014] 优选的，所述作业车蓄电池管理系统包括蓄电池电压监测模块、充/放电指示模

块、充电电流检测模块、放电电流检测模块和低电压报警提示模块。

[0015] (三)有益效果

[0016] 本发明提供了电气化铁道作业车安全运行智能监控云平台。与现有技术相比具备

以下有益效果：该电气化铁道作业车安全运行智能监控云平台，通过在作业车安全防护系

统与作业平台安全保护系统实现双向连接，且作业平台安全保护系统包括网络语音报警模

块、平台安全门反锁模块、门联锁报警模块、灯光提示模块、人工开锁模块和故障自检模块，

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的输出端与声光报警器的输入端连接，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与无线收

发器实现双向连接，且无线收发器与远程监控终端实现双向连接，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与

机车止轮器智能管理系统实现双向连接，可实现分别通过电气化铁道接触网作业车平台安

全保护装置、机车止轮器智能管理系统、轨道车行驶油量管理系统、接触网作业车视屏监控

装置和接触网作业车蓄电池管理系统这五大系统，可提前发现作业车可能存在的问题，保

证作业车运用的稳定，通过检测作业车周围的高压信号，防止作业过程中高压触电事故的

发生，监控作业车的止轮器状态，防止因止轮器的使用不当而造成行车安全事故，从而很好

的实现将接触网作业车的整个施工作业流程进行安全监控防护。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系统的结构原理框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行驶油量管理系统的结构原理框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作业车视频监控系统的结构原理框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作业车蓄电池管理系统的结构原理框图。

[0021] 图中，1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2作业平台安全保护系统、21网络语音报警模块、22

平台安全门反锁模块、23门联锁报警模块、24灯光提示模块、25人工开锁模块、26故障自检

模块、3声光报警器、4无线收发器、5远程监控终端、6机车止轮器智能管理系统、61漏设语音

报警提示模块、62止轮器设置规范性检测模块、63漏撤语音报警提示模块、64止轮器丢失语

音报警提示模块、65止轮器状态显示模块、66机车重联使用模块、67故障信息自动记录及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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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模块、68外接充电模块、69故障切除模块、7警示灯、8作业车视频监控系统、81作业车前后

车钩监控模块、82挂钩限速模块、83作业车前后环境监控模块、84本地画面切换及图片抓拍

上传模块、85车内实时状况监测模块、86烟雾报警模块、87录像备份模块、9扬声器、10行驶

油量管理系统、101油箱剩余油量实时显示模块、102加油时间及加油量查询模块、103耗油

量及耗油时间查询模块、104低油量报警模块、105可行驶距离显示模块、106数据下载模块、

107加油口防盗模块、11作业车蓄电池管理系统、111蓄电池电压监测模块、112充/放电指示

模块、113充电电流检测模块、114放电电流检测模块、115低电压报警提示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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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请参阅图1-4，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电气化铁道作业车安全运行智能

监控云平台，包括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的输出端与警示灯7的输入

端连接，且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与作业车视频监控系统8实现双向连接，作业车视频监控

系统8包括作业车前后车钩监控模块81、挂钩限速模块82、作业车前后环境监控模块83、本

地画面切换及图片抓拍上传模块84、车内实时状况监测模块85、烟雾报警模块86和录像备

份模块87，作业车视频监控系统8可以有效帮助司乘人员消除作业现场视角盲区，实时掌握

地面轨道状态，促使对操纵车辆、装载路料提前防范，解决电气化区段严禁攀爬车顶检查设

备的这一难题，限速挂钩功能可以防止车钩的强烈撞击而损坏车辆；同时装置实时监控司

机室操作行为，加强工作秩序的管理；装置通过烟雾传感器监测轨道车内的情况，可以有效

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的输出端与扬声器9的输入端连接，且作业车

安全防护系统1与行驶油量管理系统10实现双向连接，行驶油量管理系统10包括油箱剩余

油量实时显示模块101、加油时间及加油量查询模块102、耗油量及耗油时间查询模块103、

低油量报警模块104、可行驶距离显示模块105、数据下载模块106和加油口防盗模块107，轨

道车蓄电池经多次充放电后会产生容量下降的现象，现在车上加装的一些设备如机车监控

设备、电台都给机车蓄电池的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蓄电池充电不足，超时、超负荷

投入使用，将造成蓄电池的损坏或亏电，严重时将会影响轨道机车正常和机车设备的正常

使用，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与作业车蓄电池管理系统11实现双向连接，作业车蓄电池管理

系统11包括蓄电池电压监测模块111、充/放电指示模块112、充电电流检测模块113、放电电

流检测模块114和低电压报警提示模块115，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与作业平台安全保护系

统2实现双向连接，作业平台安全保护系统2包括网络语音报警模块21、平台安全门反锁模

块22、门联锁报警模块23、灯光提示模块24、人工开锁模块25和故障自检模块26，且作业车

安全防护系统1的输出端与声光报警器3的输入端连接，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与无线收发

器4实现双向连接，且无线收发器4与远程监控终端5实现双向连接，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

与机车止轮器智能管理系统6实现双向连接，机车止轮器智能管理系统6包括漏设语音报警

提示模块61、止轮器设置规范性检测模块62、漏撤语音报警提示模块63、止轮器丢失语音报

警提示模块64、止轮器状态显示模块65、机车重联使用模块66、故障信息自动记录及查询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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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67、外接充电模块68和故障切除模块69，机车止轮器智能管理系统6主要是在止轮器中安

装相关的传感器来检测止轮器的状态信息，并通过无线传输方式将止轮器的状态信息发送

到主机控制箱，从而来判断机车在停放时是否放置止轮器、在动车时是否撤掉了止轮器、在

行驶时是否丢失了止轮器等故障信息，如发生以上故障信息，机车主机显示屏上将发出语

音报警提示，同时该故障信息将被记录下来，本系统能实现对机车止轮器使用情况的多方

位监控和智能化管理，优先解决止轮器的管理难题，防止因止轮器使用不当而造成的安全

事故发生，目前铁路上的轨道作业车、工务车及内燃机车的燃油管理完全靠人工盯控，相关

工作人员在机车出库前通过眼睛观察油箱油量，再根据车辆平时的耗油量来判断是否需要

加油，在这一人工盯控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漏看或者错误判断的情况，从而会导致机车在施

工或者行驶中出现燃油不足的情况，从而引发行车事故，轨道车行驶油量管理系统通过在

车辆的油箱中安装高精度传感器来监测油箱剩余油量，在剩余油量低于设定值时，显示屏

上可以语音报警提示，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加油，同时也可以记录车辆的加油时间及加油量，

方便管理人员对车辆的油耗进行分析和车辆的实际用油进行管理。

[0024] 使用时，作业车安全防护系统1内的作业平台安全保护系统在车顶接触网有电时

作业平台上的防护门不能打开，如果强行打开作业平台门，作业平台安全保护系统2将发出

声、光报警提示，提醒作业人员不能上平台工作；作业人员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设备检测

到轨道两边的回流线上有高压信号时，设备立即发出声、光报警声音，提醒作业人员应停止

工作，该作业平台安全保护系统2适应于在电化区段上作业的各种作业车、车辆以及道路养

护作业车上安装使用，该装置的主要作用是提示检修人员或乘务人员在作业车顶部接触网

有电时，不要登上作业车顶部作业而造成触电事故,以保障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在车辆顶

部接触网有电时，控制盒上的“网电”指示灯闪亮，打开车顶操作台上的门时，设备将语音报

警提示，此时禁止人员登顶作业，当作业车进入隔离开关区段时，按控制盒“开锁按钮”，电

控锁将自动打开，检修人员或乘务人员可以进行车顶作业，当车辆无电或者装置故障不能

正常工作时，可以使用配套钥匙打开电控锁，机车断开蓄电池后系统提示“请打止轮器”，当

止轮器塌面与车轮距过大时，系统提示“止轮器没打好，机车在非空挡状态下，止轮器没撤

离时，系统提示“止轮器未撤离”，止轮器没放置在规定地方时，系统提示“止轮器丢失”，系

统蓄电池亏电时可以通过外部AC220V充电，系统故障后，可以将转换开关置于“故障”位，将

不会影响机车的正常运行，轨道车行驶油量管理系统10通过在车辆的油箱中安装高精度传

感器来监测油箱剩余油量，在剩余油量低于设定值时，显示屏上可以语音报警提示，提醒作

业人员及时加油，同时也可以记录车辆的加油时间及加油量，方便管理人员对车辆的油耗

进行分析和车辆的实际用油进行管理，作业车视频监控系统8内的作业车前后车钩监控模

块81、挂钩限速模块82、作业车前后环境监控模块83、本地画面切换及图片抓拍上传模块

84、车内实时状况监测模块85、烟雾报警模块86和录像备份模块87可实现对作业车进行实

时监控，作业车蓄电池管理系统11可以精确检测蓄电池电压，当蓄电池亏电或者充电故障

时，系统将语音报警提示，同时实时监测蓄电池的充、放电的电流，当电流值异常时，系统报

警提示，防止漏电事故的发生。

[0025]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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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26]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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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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