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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

输管理系统，包括以下步骤，所述胶轮车管理系

统起柴油机保护、机车倒车影像显示、行车记录

和柴油机车控制的作用，所述斜巷运输管理系统

起人脸信息识别、信息记录分析控制和报警的作

用，所述信息发布系统进行煤矿井下信息的发

布，对发布信息进行显示并给予广播语音提醒。

该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及其试验

方法，在使用时通过人脸识别进行运输管理者和

操作者的识别，在管理者和操作者出现不符和运

输问题时会及时的发出报警警示，避免任意外来

者操控管理运输过程，造成运输危害，使得煤矿

的持续运输更加的安全有效，减少煤矿运输过程

中的安全隐患提高煤矿运输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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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模块：

所述胶轮车管理系统起柴油机保护、机车倒车影像显示、行车记录和柴油机车控制的

作用，且胶轮车管理系统由ZBC12矿用柴油车保护装置、ZDY12矿用机车倒车影像装置、

ZCJ24矿用隔爆兼本安型行车记录仪和KDPK166矿用防爆电喷柴油机车控制装置四部分组

成；

所述斜巷运输管理系统起人脸信息识别、信息记录分析控制和报警的作用，且斜巷运

输管理系统由FHR矿用隔爆型人脸识别终端、KJD隔爆兼本安型计算机、LBY硬盘录像机、

KXJ127矿用隔爆兼本安型信号控制箱、KXB24/127矿用兼本安型声光报警器和KBA127矿用

隔爆型网络摄像仪六部分组成；

所述信息发布系统进行煤矿井下信息的发布，对发布信息进行显示并给予广播语音提

醒，且信息发布系统包括KJ1055煤矿井下信息发布系统、PJ127(B)矿用隔爆兼本安型LED显

示屏、ZB-127Z矿用广播装置主机和KXY127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音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煤

矿运输安全管理系统适用工作环境温度，0℃～＋40℃，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  95%(+

25℃)，大气压力，80kPa～106kPa，有甲烷煤尘爆炸性混合物的矿井中，无破坏绝缘的腐蚀

性气体的矿井中和无直接滴水、淋水的场合，并且电源条件供电电压为24-127V，最大工作

电流≤3A。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ZBC12  矿用柴油机车保护装置包括ZBC12-Z  矿用柴油机车保护装置主机、ZBC12-C 甲烷变

送器、ZBC12-X  矿用柴油机车保护装置显示器和ZBC12-Y  矿用本安型红外遥控器四部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ZDY12  矿用机车倒车影像装置由ZDY12-Z  矿用本安型机车倒车影像装置主机、ZDY12-S  矿

用本安型摄像仪、ZDY12-X  矿用本安型显示器和KDW24/12  矿用隔爆兼本安型直流稳压电

源四部分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KDPK166  矿用防爆电喷柴油机车控制装置包括KDPK166-DCT  矿用浇封型电磁铁、KDPK166-

PDC  矿用浇封型喷油电磁铁  A、KDPK166-PDC  矿用浇封型喷油电磁铁  B、KDPK166-WBQ  矿

用本安型温度变送器、KDPK166-YBQ  矿用本安型压力变送器、KDPK166-YBQ  矿用本安型压

力变送器  A、KDPK166-SBQ  矿用本安型转速变送器、KDPK166-MBQ  矿用本安型柴油机油门

位置变送器、KDPK166-DKX  矿用隔爆兼本安型电控箱、BHD-10/127 隔爆型接线盒、DXB8/24 

矿用隔爆型电池箱和KDPK166-YWQ  矿用进气压力温度传感器。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ZDY12-Z  矿用本安型机车倒车影像装置主机与ZDY12-S  矿用本安型摄像仪ZDY12-X  矿用

本安型显示器、超声波雷达探头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0m，且与ZBC12-C 甲烷变送器信号最大

传输距离为10㎡，并且与显示器信号最大传输距离为10m。

7.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的试验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人脸识别器进行人脸信号的识别，识别人工启动传输电信号传输隔爆兼本安

型电源；

步骤二：隔爆摄像机拍摄司机工作就位信号，在司机异常时，将司机异常报警信号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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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声光报警器，通过声光报警器报警警示；

步骤三：绞车控制接受隔爆兼本安型电源的授权允许，发出开车布防信号至信息发布

终端；

步骤四：信息发布终端将开车布防信号传输给隔爆摄像机，隔爆摄像机反馈给信息发

布终端布防触发的信号，信息发布终端内进行多路布防信号的交换，使得隔爆摄像机对多

路网络信号回收录像，且隔爆摄像机将网络录像传输隔爆硬盘录像机在显示器显示报警。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的试验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系统的试验环境条件温度为0℃～＋40℃，相对湿度不超过  45％～75％，气压为

86kPa～106kPa，环境噪声不大于  65dB。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的试验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系统的试验电源条件电压误差应不大于  2%，周期与随机飘移中周期与随机偏移

的峰峰值与直流供电电压的额定值比不大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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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及其试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煤矿运输管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

统及其试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煤矿运输时，为了提高煤矿运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进行煤矿运输安全管

理系统进行独立的运用设计，使得煤矿在被运输时减少工作误差，避免煤矿在运输时管理

不便，程序紊乱，导致最终运输过程出现杂乱、相互阻碍的问题，通过煤矿运输安全管理系

统的应用，提高煤矿持续运输过程中速度和效率。

[0003] 然而现有的煤矿运输安全管理系统在使用时使用功能性不足，在工作使用时不能

有效的进行甲烷浓度指示标注，在系统运输超速超限时不进行声光报警警示，容易被外来

人员直接控制使用，存在使用局限，同时开车布防信息的发布和反馈传输不便，在长期工作

时，容易造成系统使用的安全管理运输障碍，影响运输的有效安全管理。针对上述问题，急

需在原有煤矿运输安全管理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及其试验方法，以

解决上述背景技术提出现有的煤矿运输安全管理系统在使用时使用功能性不足，在工作使

用时不能有效的进行甲烷浓度指示标注，在系统运输超速超限时不进行声光报警警示，容

易被外来人员直接控制使用，存在使用局限，同时开车布防信息的发布和反馈传输不便，在

长期工作时，容易造成系统使用的安全管理运输障碍，影响运输的有效安全管理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

系统，包括以下模块：

所述胶轮车管理系统起柴油机保护、机车倒车影像显示、行车记录和柴油机车控制的

作用，且胶轮车管理系统由ZBC12矿用柴油车保护装置、ZDY12矿用机车倒车影像装置、

ZCJ24矿用隔爆兼本安型行车记录仪和KDPK166矿用防爆电喷柴油机车控制装置四部分组

成；

所述斜巷运输管理系统起人脸信息识别、信息记录分析控制和报警的作用，且斜巷运

输管理系统由FHR矿用隔爆型人脸识别终端、KJD隔爆兼本安型计算机、LBY硬盘录像机、

KXJ127矿用隔爆兼本安型信号控制箱、KXB24/127矿用兼本安型声光报警器和KBA127矿用

隔爆型网络摄像仪六部分组成；

所述信息发布系统进行煤矿井下信息的发布，对发布信息进行显示并给予广播语音提

醒，且信息发布系统包括KJ1055煤矿井下信息发布系统、PJ127(B)矿用隔爆兼本安型LED显

示屏、ZB-127Z矿用广播装置主机和KXY127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音箱。

[0006] 优选的，所述煤矿运输安全管理系统适用工作环境温度，0℃～＋40℃，周围空气

相对湿度，不超过  95%(+25℃)，大气压力，80kPa～106kPa，有甲烷煤尘爆炸性混合物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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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中，无破坏绝缘的腐蚀性气体的矿井中和无直接滴水、淋水的场合，并且电源条件供电电

压为24-127V，最大工作电流≤3A。

[0007] 优选的，所述ZBC12  矿用柴油机车保护装置包括ZBC12-Z  矿用柴油机车保护装置

主机、ZBC12-C 甲烷变送器、ZBC12-X  矿用柴油机车保护装置显示器和ZBC12-Y  矿用本安

型红外遥控器四部分。

[0008] 优选的，所述ZDY12  矿用机车倒车影像装置由ZDY12-Z  矿用本安型机车倒车影像

装置主机、ZDY12-S  矿用本安型摄像仪、ZDY12-X  矿用本安型显示器和KDW24/12  矿用隔爆

兼本安型直流稳压电源四部分组成。

[0009] 优选的，所述KDPK166  矿用防爆电喷柴油机车控制装置包括KDPK166-DCT  矿用浇

封型电磁铁、KDPK166-PDC  矿用浇封型喷油电磁铁  A、KDPK166-PDC  矿用浇封型喷油电磁

铁  B、KDPK166-WBQ  矿用本安型温度变送器、KDPK166-YBQ  矿用本安型压力变送器、

KDPK166-YBQ  矿用本安型压力变送器  A、KDPK166-SBQ  矿用本安型转速变送器、KDPK166-

MBQ  矿用本安型柴油机油门位置变送器、KDPK166-DKX  矿用隔爆兼本安型电控箱、BHD-10/

127  隔爆型接线盒、DXB8/24  矿用隔爆型电池箱和KDPK166-YWQ  矿用进气压力温度传感

器。

[0010] 优选的，所述ZDY12-Z  矿用本安型机车倒车影像装置主机与ZDY12-S  矿用本安型

摄像仪ZDY12-X  矿用本安型显示器、超声波雷达探头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0m，且与ZBC12-C 

甲烷变送器信号最大传输距离为10㎡，并且与显示器信号最大传输距离为10m。

[0011] 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的试验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人脸识别器进行人脸信号的识别，识别人工启动传输电信号传输隔爆兼本安

型电源；

步骤二：隔爆摄像机拍摄司机工作就位信号，在司机异常时，将司机异常报警信号传输

到声光报警器，通过声光报警器报警警示；

步骤三：绞车控制接受隔爆兼本安型电源的授权允许，发出开车布防信号至信息发布

终端；

步骤四：信息发布终端将开车布防信号传输给隔爆摄像机，隔爆摄像机反馈给信息发

布终端布防触发的信号，信息发布终端内进行多路布防信号的交换，使得隔爆摄像机对多

路网络信号回收录像，且隔爆摄像机将网络录像传输隔爆硬盘录像机在显示器显示报警。

[0012] 优选的，所述系统的试验环境条件温度为0℃～＋40℃，相对湿度不超过  45％～

75％，气压为86kPa～106kPa，环境噪声不大于  65dB。

[0013] 优选的，所述系统的试验电源条件电压误差应不大于  2%，周期与随机飘移中周期

与随机偏移的峰峰值与直流供电电压的额定值比不大于  1%。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该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及

其试验方法，在使用时通过人脸识别进行运输管理者和操作者的识别，在管理者和操作者

出现不符和运输问题时会及时的发出报警警示，避免任意外来者操控管理运输过程，造成

运输危害，同时在运输时能够进行对运输路线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并进行数据的收纳存放，

在运输的过程中，能够对甲烷的指示浓度进行指示和液位指示，使得煤矿的持续运输更加

的安全有效，减少煤矿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提高煤矿运输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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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系统整体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矿用柴油车保护装置整体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矿用机车倒车影像装置整体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矿用防爆电喷柴油机车控制装置整体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系统试验总连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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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7] 实施例1

本实施例1提供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请参阅图1-4，包括胶轮车管

理系统、斜巷运输管理系统和信息发布系统，以下对上述系统进行详细介绍。

[0018] 胶轮车管理系统起柴油机保护、机车倒车影像显示、行车记录和柴油机车控制的

作用，且胶轮车管理系统由ZBC12矿用柴油车保护装置、ZDY12矿用机车倒车影像装置、

ZCJ24矿用隔爆兼本安型行车记录仪和KDPK166矿用防爆电喷柴油机车控制装置四部分组

成，斜巷运输管理系统起人脸信息识别、信息记录分析控制和报警的作用，且斜巷运输管理

系统由FHR矿用隔爆型人脸识别终端、KJD隔爆兼本安型计算机、LBY硬盘录像机、KXJ127矿

用隔爆兼本安型信号控制箱、KXB24/127矿用兼本安型声光报警器和KBA127矿用隔爆型网

络摄像仪六部分组成，信息发布系统进行煤矿井下信息的发布，对发布信息进行显示并给

予广播语音提醒，且信息发布系统包括KJ1055煤矿井下信息发布系统、PJ127(B)矿用隔爆

兼本安型LED显示屏、ZB-127Z矿用广播装置主机和KXY127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音箱，煤

矿运输安全管理系统适用工作环境温度，0℃～＋40℃，周围空气相对湿度，不超过  95%(+

25℃)，大气压力，80kPa～106kPa，有甲烷煤尘爆炸性混合物的矿井中，无破坏绝缘的腐蚀

性气体的矿井中和无直接滴水、淋水的场合，并且电源条件供电电压为24-127V，最大工作

电流≤3A，ZBC12  矿用柴油机车保护装置包括ZBC12-Z  矿用柴油机车保护装置主机、

ZBC12-C 甲烷变送器、ZBC12-X  矿用柴油机车保护装置显示器和ZBC12-Y  矿用本安型红外

遥控器四部分，ZDY12  矿用机车倒车影像装置由ZDY12-Z  矿用本安型机车倒车影像装置主

机、ZDY12-S  矿用本安型摄像仪、ZDY12-X  矿用本安型显示器和KDW24/12  矿用隔爆兼本安

型直流稳压电源四部分组成，  KDPK166  矿用防爆电喷柴油机车控制装置包括KDPK166-DCT 

矿用浇封型电磁铁、KDPK166-PDC  矿用浇封型喷油电磁铁  A、KDPK166-PDC  矿用浇封型喷

油电磁铁  B、KDPK166-WBQ  矿用本安型温度变送器、KDPK166-YBQ  矿用本安型压力变送器、

KDPK166-YBQ  矿用本安型压力变送器  A、KDPK166-SBQ  矿用本安型转速变送器、KDPK166-

MBQ  矿用本安型柴油机油门位置变送器、KDPK166-DKX  矿用隔爆兼本安型电控箱、BHD-10/

127  隔爆型接线盒、DXB8/24  矿用隔爆型电池箱和KDPK166-YWQ  矿用进气压力温度传感

器，ZDY12-Z  矿用本安型机车倒车影像装置主机与ZDY12-S  矿用本安型摄像仪ZDY12-X  矿

用本安型显示器、超声波雷达探头的最大传输距离为10m，且与ZBC12-C 甲烷变送器信号最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10332013 A

6



大传输距离为10㎡，并且与显示器信号最大传输距离为10m。

[0019] 实施例2

与实施例1提供的一种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相对应，本实施例2提供一种

KJ1132煤矿井下机车运输管理系统的试验方法，请参阅图5，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人脸识别器进行人脸信号的识别，识别人工启动传输电信号传输隔爆兼本安

型电源；

步骤二：隔爆摄像机拍摄司机工作就位信号，在司机异常时，将司机异常报警信号传输

到声光报警器，通过声光报警器报警警示；

步骤三：绞车控制接受隔爆兼本安型电源的授权允许，发出开车布防信号至信息发布

终端；

步骤四：信息发布终端将开车布防信号传输给隔爆摄像机，隔爆摄像机反馈给信息发

布终端布防触发的信号，信息发布终端内进行多路布防信号的交换，使得隔爆摄像机对多

路网络信号回收录像，且隔爆摄像机将网络录像传输隔爆硬盘录像机在显示器显示报警。

[0020] 系统的试验环境条件温度为0℃～＋40℃，相对湿度不超过  45％～75％，气压为

86kPa～106kPa，环境噪声不大于  65dB，系统的试验电源条件电压误差应不大于  2%，周期

与随机飘移中周期与随机偏移的峰峰值与直流供电电压的额定值比不大于  1%。

[0021]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

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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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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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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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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