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200966.8

(22)申请日 2018.03.1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56289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9.21

(73)专利权人 周胡琴

地址 325000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

道雁湖社区二组团1栋二单元505室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74)专利代理机构 温州名创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3258

代理人 陈加利

(51)Int.Cl.

G01S 13/88(2006.01)

G01V 3/12(2006.01)

G01B 11/00(2006.01)

E21F 17/1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2102533 A,2011.06.22

CN 205260027 U,2016.05.25

CN 105698757 A,2016.06.22

CN 107367231 A,2017.11.21

CN 104484987 Y,2015.04.01

CN 204612766 U,2015.09.02

US 20080218400 A1,2008.09.11

CN 108593875 A,2018.09.28

CN 104794327 A,2015.07.22

CN 105631102 A,2016.06.01

CN 205404290 U,2016.07.27

CN 106768015 A,2017.05.31

徐文全.采动空间围岩应力监测技术及应用

研究.《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电子期刊  

工程科技Ⅰ辑》.2012,(第10期),第1-50、88-104

页.

审查员 郭涛

 

(54)发明名称

煤壁片帮实时预测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煤壁片帮实时预测方法，其包括

数据处理主站、电磁波接发装置、信号采集器以

及三维立体扫描仪；数据处理主站分别与三维立

体扫描仪以及信号采集器电连接；电磁波接发装

置与信号采集器电连接；三维立体扫描仪对所述

片帮煤壁进行表面裂隙扫描识别，并将该表面裂

隙扫描识别信息传递给数据处理主站，数据处理

主站获取该表面裂隙扫描识别信息；本发明设计

合理、结构紧凑且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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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壁片帮实时预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借助于煤壁片帮实时预测装置；所述煤壁

片帮实时预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数据处理主站(5)、电磁波接发装置(4)、信号采集器

(6)以及三维立体扫描仪(8)；数据处理主站(5)分别与三维立体扫描仪(8)以及信号采集器

(6)电连接；电磁波接发装置(4)与信号采集器(6)电连接；三维立体扫描仪(8)对片帮煤壁

(1)进行表面裂隙扫描识别，并将该表面裂隙扫描识别信息传递给数据处理主站(5)，数据

处理主站(5)获取该表面裂隙扫描识别信息；数据处理主站(5)通过信号采集器(6)控制电

磁波接发装置(4)向所述片帮煤壁(1)的裂隙发射电磁波信号，电磁波信号在片帮煤壁(1)

裂隙中产生信号回波, 电磁波接发装置(4)接收信号回波并将该信号回波反馈给信号采集

器(6)，信号采集器(6)根据接收的该信号回波计算得到所述片帮煤壁(1)裂隙内部片帮信

息并将该裂隙内部片帮信息传递给数据处理主站(5)；

当电磁波接发装置  接发电磁波时，电磁波接发装置贴合在片帮煤壁的表面上；

还包括设置在护帮板上表面上的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将接收片帮煤壁的正压力信

息传递给数据处理主站；电磁波接发装置设置在护帮板上表面上或液压支架的架体上；信

号采集器、三维立体扫描仪以及数据处理主站设置在液压支架上；在液压支架上还设置有

摆动电机，摆动电机的输出轴上连接有旋转伸缩机械手，在旋转伸缩机械手上设置有对护

帮板上表面进行清扫的毛刷；在液压支架上还设置有对护帮板上表面进行冲洗的风/水喷

嘴；三维立体扫描仪为三维激光扫描仪，在三维立体扫描仪上设置有防护罩；数据处理主站

与护帮板的控制油缸的泵站电机电连接；

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a：根据行走小车(15)在每段行走轨道(14)行走时间，设定长按为开短按为关电子

开关(22)的长按为关的时间；压力传感器(7)将接收片帮煤壁(1)的实时正压力信息传递给

总服务器(17)，总服务器(17)将接受到的实时正压力信息分别与预先设定的初始压力值以

及安全压力值比较，

当实时正压力信息大于或等于安全压力值时，总服务器(17)控制相应位置的报警模块

(26)报警，提醒工作面的人员逃离现场；

当实时正压力信息不大于预先设定的初始压力值时，总服务器(17)中止工作；

当实时正压力信息大于预先设定的初始压力值且小于安全压力值时，执行步骤b；

步骤b：首先，总服务器(17)根据步骤a中实时正压力信息的压力传感器(7)的位置，计

算行走小车(15)与该处压力传感器(7)的距离并将该距离信息传输给单片机(18)；其次，根

据距离信息，单片机(18)通过电机控制器(19)对时间继电器的设定时间，行走电机(21)驱

动行走小车(15)按照设定时间行走到指定位置；

步骤c：当行走电机(21)在步骤b的指定位置到达步骤a所述的长按为关的时间时候，首

先，护帮板折叠控制电机(24)接通电源，驱动液压缸带动护帮板(3)向下折叠；然后，升降控

制电机(23)驱动升降螺杆(13)带动行走轨道(14)上升；

步骤d：首先，三维立体扫描仪(8)对步骤c中护帮板(3)打开时正上方片帮煤壁(1)进行

表面扫描并将扫描信息传输给总服务器(17)；然后，升降控制电机(23)带动升降螺杆(13)

将电磁波接发装置(4)顶到步骤c中护帮板(3)打开时正上方片帮煤壁(1)下方；电磁波接发

装置(4)对步骤c中护帮板(3)打开时正上方片帮煤壁(1)进行裂隙探测，电磁波接发装置

(4)裂隙探测信息通过数据处理主站(5)传输给总服务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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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e：在步骤d  之后，通过时序电路控制：  首先，升降螺杆(13)带动电磁波接发装置

(4)下降，升降控制电机(23)驱动升降螺杆(13)带动行走轨道(14)下降；其次，护帮板折叠

控制电机(24)接通电源，驱动液压缸带动护帮板(3)向上打开；

步骤f：在步骤e 之后，行走电机(21)驱动行走小车(15)返回总服务器(17)位置；

步骤g：总服务器(17)输出步骤d中的裂隙探测信息与扫描信息。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8562895 B

3



煤壁片帮实时预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煤壁片帮实时预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矿生产中，长壁工作面,尤其是采高较大的、煤层较软的综采工作面，煤壁片帮

现象经常发生，严重影响了煤矿的生产效率和安全，影响煤矿生产工作面主要设备的开机

率和回采率。

[0003] 在《工作面煤壁片帮的原因与预防方法》煤炭技术2009年3月第28卷第3期。《极软

厚煤层煤壁片帮与防治机理》煤炭学报2007年8月第32卷第8期都是仅仅介绍预防处理方

法，无法实现实时预测，而煤矿地质环境不断变化且难以预测，漏冒等安全事故瞬间发生，

上述论文都没有提供很好的实时动态监测预防的方案。

[0004] 专利《一种CT扫描加载含瓦斯煤壁片帮实验台》CN201620137012.3提供一种通过

CT扫描方案，也仅仅是通过抽查煤样扫描，来推测片帮情况，无法实现对片帮的真实情况进

行实时监测，煤矿安全责任重大，仅仅通过抽查煤样无法真实再现煤层的真实情况，例如抽

样的深度范围、长度范围、宽度范围、每一延米抽样多少煤样，都是未知。很可能因为漏检出

现安全事故，其实用价值差，无法实现实时动态监测预防。

发明内容

[0005] 本申请基于超高频电磁波、激光扫描等多信息融合技术原理，实现了对煤壁片帮

进行实时预测，解决了在开采过程中煤壁片帮的实时预测问题，便于采取措施，预防偏帮事

故的发生，提高了开机率和回采率，进而提高安全生产效率。

[0006] 本发明实现三维扫描与雷达探测的有机结合，实现动态实时监测片帮情况，实现

智能预警，自动化控制，信息化处理分析，对煤矿片帮研究，安全事故的预防具有革命性的

进步，解决了煤矿片帮长期存在的静态监测与事后监测的滞后性，前期采样预防的盲目性

与无针对性，成本高昂的问题。

[0007] 具体的说，本申请的内容如下：

[0008] 一种煤壁片帮实时预测装置，包括数据处理主站、电磁波接发装置、信号采集器以

及三维立体扫描仪；数据处理主站分别与三维立体扫描仪以及信号采集器电连接；电磁波

接发装置与信号采集器电连接；

[0009] 三维立体扫描仪对所述片帮煤壁进行表面裂隙扫描识别，并将该表面裂隙扫描识

别信息传递给数据处理主站，数据处理主站获取该表面裂隙扫描识别信息；

[0010] 数据处理主站通过信号采集器控制电磁波接发装置向所述片帮煤壁的裂隙发射

电磁波信号，电磁波信号在片帮煤壁裂隙中产生信号回波，电磁波接发装置接收信号回波

并将该信号回波反馈给信号采集器，信号采集器根据接收的该信号回波计算得到所述片帮

煤壁裂隙内部片帮信息并将该裂隙内部片帮信息传递给数据处理主站。

[0011]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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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当电磁波接发装置接发电磁波时，电磁波接发装置贴合在片帮煤壁的表面上。

[0013]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14] 还包括设置在护帮板上表面上的压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将接收片帮煤壁的正压

力信息传递给数据处理主站；电磁波接发装置设置在护帮板上表面上或液压支架的架体

上；信号采集器、三维立体扫描仪以及数据处理主站设置在液压支架上；在液压支架上还设

置有摆动电机，摆动电机的输出轴上连接有旋转伸缩机械手，在旋转伸缩机械手上设置有

对护帮板上表面进行清扫的毛刷；在液压支架上还设置有对护帮板上表面进行冲洗的风/

水喷嘴；三维立体扫描仪为三维激光扫描仪，在三维立体扫描仪上设置有防护罩；数据处理

主站与护帮板的控制油缸的泵站电机电连接。

[0015]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16] 还包括设置在顶板上表面上且与片帮煤壁下表面贴合的压力传感器；

[0017] 在井下工作面的每个液压支架底座上设置有升降螺杆，在升降螺杆的丝母座上设

置有行走轨道，所述行走轨道依次衔接形成输送轨道，在所述输送轨道上设置有行走小车；

信号采集器、三维立体扫描仪分别设置在行走小车上，在行走小车上竖直设置有电动螺杆，

电磁波接发装置设置在电动螺杆的丝母座上，在井下设置有总服务器，在行走小车上分别

设置行走电机、单片机与电机控制器；行走电机用于控制行走小车在行走轨道上行走，

[0018] 总服务器与数据处理主站无线连接，总服务器与单片机无线连接；单片机通过电

机控制器分别控制电动螺杆的螺杆控制电机以及行走电机；行走电机与螺杆控制电机按时

间顺序动作；

[0019] 压力传感器将接收片帮煤壁的正压力信息传递给总服务器；

[0020] 在行走轨道上设置有一端与井下的电源连接的长按为开短按为关电子开关；

[0021] 长按为开短按为关电子开关的另一端分两路，一路用于控制护帮板的控制油缸的

护帮板折叠控制电机，另一路通过延时开关控制升降螺杆的升降控制电机，总服务器的电

连接有报警模块；

[0022] 还包括定位模块，总服务器通过定位模块定位单片机的位置。

[0023]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24] 所述定位模块采用超声波定位模块、超宽带的定位模块、射频识别定位技术模块

或无线脉冲定位模块。

[0025] 一种煤壁片帮实时预测方法，借助于上述的煤壁片帮实时预测装置；具体包括以

下步骤：

[0026] 步骤a：根据行走小车在每段行走轨道行走时间，设定长按为开短按为关电子开关

的长按为关的时间；压力传感器将接收片帮煤壁的实时正压力信息传递给总服务器，总服

务器将接受到的实时正压力信息分别与预先设定的初始压力值以及安全压力值比较，

[0027] 当实时正压力信息大于或等于安全压力值时，总服务器控制相应位置的报警模块

报警，提醒工作面的人员逃离现场；

[0028] 当实时正压力信息不大于预先设定的初始压力值时，总服务器中止工作；

[0029] 当实时正压力信息大于预先设定的初始压力值且小于安全压力值时，执行步骤b；

[0030] 步骤b：首先，总服务器根据步骤a中实时正压力信息的压力传感器的位置，计算行

走小车与该处压力传感器的距离并将该距离信息传输给单片机；其次，根据距离信息，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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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通过电机控制器对时间继电器的设定时间，行走电机驱动行走小车按照设定时间行走到

指定位置；

[0031] 步骤c：当行走电机在步骤b的指定位置到达步骤a所述的长按为关的时间时候，首

先，护帮板折叠控制电机接通电源，驱动液压缸带动护帮板向下折叠；然后，升降控制电机

驱动升降螺杆带动行走轨道上升；

[0032] 步骤d：首先，三维立体扫描仪对步骤c中护帮板打开时正上方片帮煤壁进行表面

扫描并将扫描信息传输给总服务器；然后，升降控制电机带动升降螺杆将电磁波接发装置

顶到步骤c中护帮板打开时正上方片帮煤壁下方；电磁波接发装置对步骤c中护帮板打开时

正上方片帮煤壁进行裂隙探测，电磁波接发装置裂隙探测信息通过数据处理主站传输给总

服务器；

[0033] 步骤e：在步骤d之后，通过时序电路控制：首先，升降螺杆带动电磁波接发装置下

降，升降控制电机驱动升降螺杆带动行走轨道下降；其次，护帮板折叠控制电机接通电源，

驱动液压缸带动护帮板向上打开；

[0034] 步骤f：在步骤e之后，行走电机驱动行走小车返回总服务器位置。

[0035] 步骤g：总服务器输出步骤d中的裂隙探测信息与扫描信息。

[0036] 本申请可实现对煤壁片帮的有效识别，识别深度大，不小于3米。

[0037] 三维立体扫描仪通过对片帮煤壁进行立体成像扫描，得到其表面信息，并传递给

处理器上，技术人员通过观察立体成像扫描图案，可以清楚的知道裂隙位置于煤壁表面情

况；还可以进行典型片帮样式的激光图像特征提取，形成典型煤壁片帮样式数据库。激光扫

描提取的裂缝表面的宽度、裂缝间隔距离、裂缝深度等多源信息。

[0038] 利用电磁波的雷达探测模拟原理，通过电磁波在裂隙中信号回波信号，信号回波

信号即包括电磁波穿透煤层后的回波频谱、回波时间以及回波变化边界条件等信息，提取

的裂缝内部的宽度、裂缝间隔距离、裂缝深度等多源信息。信号采集器对信号进行处理，得

到煤壁在片帮情况下的频率谱、偏压谱、阻抗谱、介电谱、时间谱、颜色、光泽、纹理等方面存

在的特征差异；得到煤壁片帮形成机理和有效片帮特征信号。

[0039] 进一步，可以结合压力传感器接收工作面来压，获取顶板来压的时间、地点、压力

范围，从而实现对片帮特征信号比较与校对。

[004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不限于此描述，为了更好的便于理解，在具体实施方式部分进

行了更佳详细的描述。

附图说明

[0041] 图1是实施例1电磁波接发装置对片帮煤壁做裂隙探查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2是实施例1三维立体扫描仪对片帮煤壁做三维成像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3是实施例1的电路框图；

[0044] 图4是实施例2的第一视角结构示意图；

[0045] 图5是实施例2的第二视角结构示意图；

[0046] 图6是实施例2的电路部分框图；

[0047] 图7是实施例2的电路部分框图；

[0048] 图8是实施例2的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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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其中：1、片帮煤壁；2、液压支架；3、护帮板；4、电磁波接发装置；5、数据处理主站；

6、信号采集器；7、压力传感器；8、三维立体扫描仪；9、风/水喷嘴；10、旋转伸缩机械手；11、

防护罩；12、顶板；13、升降螺杆；14、行走轨道；15、行走小车；16、电动螺杆；17、总服务器；

18、单片机；19、电机控制器；20、螺杆控制电机；21、行走电机；22、长按为开短按为关电子开

关；23、升降控制电机；24、护帮板折叠控制电机；25、延时开关；26、报警模块；27、定位模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50] 如图1-8所示，本实施例的煤壁片帮实时预测装置，包括数据处理主站5、电磁波接

发装置4、信号采集器6以及三维立体扫描仪8；数据处理主站5分别与三维立体扫描仪8以及

信号采集器6电连接；电磁波接发装置4与信号采集器6电连接；

[0051] 三维立体扫描仪8对片帮煤壁1进行表面裂隙扫描识别，并将该表面裂隙扫描识别

信息传递给数据处理主站5，数据处理主站5获取该表面裂隙扫描识别信息；

[0052] 数据处理主站5通过信号采集器6控制电磁波接发装置4向片帮煤壁1的裂隙发射

电磁波信号，电磁波信号在片帮煤壁1裂隙中产生信号回波，电磁波接发装置4接收信号回

波并将该信号回波反馈给信号采集器6，信号采集器6根据接收的该信号回波计算得到片帮

煤壁1裂隙内部片帮信息并将该裂隙内部片帮信息传递给数据处理主站5。

[0053] 作为优选，当电磁波接发装置4接发电磁波时，电磁波接发装置4贴合在片帮煤壁1

的表面上。从而避免电磁干扰与空气干扰，减少电磁波损耗，提高检测精度。

[0054] 实施例1，如图1-3，还包括设置在护帮板3上表面上的压力传感器7；压力传感器7

将接收片帮煤壁1的正压力信息传递给数据处理主站5；电磁波接发装置4设置在护帮板3上

表面上或液压支架2的架体上；信号采集器6、三维立体扫描仪8以及数据处理主站5设置在

液压支架2上；在液压支架2上还设置有摆动电机，摆动电机的输出轴上连接有旋转伸缩机

械手10，在旋转伸缩机械手10上设置有对护帮板3上表面进行清扫的毛刷；在液压支架2上

还设置有对护帮板3上表面进行冲洗的风/水喷嘴9；三维立体扫描仪8为三维激光扫描仪，

在三维立体扫描仪8上设置有防护罩11；数据处理主站5与护帮板3的控制油缸的泵站电机

电连接。

[0055] 对本领域人员来说，数据处理主站为常见的处理器，单片机。对本领域人员来说，

电磁波接发装置发生的频率、波长以及波速可以根据当地煤层的特点、硬度、厚度、主要成

分等采用数据以及工作经验选择采用是显而易见的。

[0056] 数据处理主站5可以连接有报警模块报警，当压力传感器7数值超过设定值后，数

据处理主站5通过报警模块报警。

[0057] 使用本发明时，当压力传感器7感应的顶部的片帮煤壁1正压力增大后，通过自动

控制或人工控制，护帮板3下落，通过技术人员操作三维立体扫描仪8，也可以数据处理主站

5电控制三维立体扫描仪8对片帮煤壁1进行三维扫描，得到表面裂隙、裂缝信息。

[0058] 通过自动控制或人工控制，将通过技术人员或通过数据处理主站5电控制电磁波

接发装置4进行雷达式裂隙探测，通过信号采集器6处理计算信息，从而得出片帮信息。

[0059] 由于护帮板3上表面会存在掉落的煤渣，会影响预测效果，即使护帮板3向下翻转

也不会掉落，通过摆动电机带动旋转伸缩机械手10实现对表面煤渣泥土的直接清理，通过

风/水喷嘴9,通过水射流进行水冲洗或空气风干或风力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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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实施例2：如图4-8，还包括设置在顶板12上表面上且与片帮煤壁1下表面贴合的压

力传感器7；从而降低实时预测成本，可以根据不同的煤层布置以及经验，设计压力传感器7

的布置数量。实现初步粗预测。

[0061] 在井下工作面的每个液压支架2底座上设置有升降螺杆13，在升降螺杆13的丝母

座上设置有行走轨道14，行走轨道14依次衔接形成输送轨道，在输送轨道上设置有行走小

车15；信号采集器6、三维立体扫描仪8分别设置在行走小车15上，在行走小车15上竖直设置

有电动螺杆16，电磁波接发装置4设置在电动螺杆16的丝母座上，在井下设置有总服务器

17，在行走小车15上分别设置行走电机21、单片机18与电机控制器19；行走电机21用于控制

行走小车15在行走轨道14上行走；

[0062] 通过设计轨道与行走小车15，实现自动智能移动，根据粗预测位置进行定点监测，

从而降低了预测成本，降低了实施例1中人工监测的安全风险，通过多段行走轨道14的升降

设计，从而避开护帮板，设计合理巧妙。

[0063] 总服务器17与数据处理主站5无线连接，总服务器17与单片机18无线连接；单片机

18通过电机控制器19分别控制电动螺杆16的螺杆控制电机20以及行走电机21；行走电机21

与螺杆控制电机20按时间顺序动作；

[0064] 压力传感器7将接收片帮煤壁1的正压力信息传递给总服务器17；

[0065] 在行走轨道14上设置有一端与井下的电源连接的长按为开短按为关电子开关22；

长按为开短按为关电子开关22类似电脑、手机的开关机原理，通过开关反向设计即可实现，

通过时间继电器也可以实现。当然也可以省去长按为开短按为关电子开关22采用时序电路

控制，是显而易见的变形。

[0066] 长按为开短按为关电子开关22的另一端分两路，一路用于控制护帮板3的控制油

缸的护帮板折叠控制电机24，另一路通过延时开关25控制升降螺杆13的升降控制电机23，

总服务器17的电连接有报警模块26；

[0067] 还包括定位模块27，总服务器17通过定位模块27定位单片机18的位置。

[0068] 定位模块27采用超声波定位模块、超宽带的定位模块、射频识别定位技术模块或

无线脉冲定位模块。优选无线脉冲定位模块。

[0069] 本实施例2的煤壁片帮实时预测方法，借助于上述的煤壁片帮实时预测装置；具体

包括以下步骤：

[0070] 步骤a：根据行走小车15在每段行走轨道14行走时间，设定长按为开短按为关电子

开关22的长按为关的时间；压力传感器7将接收片帮煤壁1的实时正压力信息传递给总服务

器17，总服务器17将接受到的实时正压力信息分别与预先设定的初始压力值以及安全压力

值比较，

[0071] 当实时正压力信息大于或等于安全压力值时，总服务器17控制相应位置的报警模

块26报警，提醒工作面的人员逃离现场；

[0072] 当实时正压力信息不大于预先设定的初始压力值时，总服务器17中止工作；

[0073] 当实时正压力信息大于预先设定的初始压力值且小于安全压力值时，执行步骤b；

[0074] 步骤b：首先，总服务器17根据步骤a中实时正压力信息的压力传感器7的位置，计

算行走小车15与该处压力传感器7的距离并将该距离信息传输给单片机18；其次，根据距离

信息，单片机18通过电机控制器19对时间继电器的设定时间，行走电机21驱动行走小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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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设定时间行走到指定位置；

[0075] 步骤c：当行走电机21在步骤b的指定位置到达步骤a的长按为关的时间时候，首

先，护帮板折叠控制电机24接通电源，驱动液压缸带动护帮板3向下折叠；然后，升降控制电

机23驱动升降螺杆13带动行走轨道14上升；

[0076] 步骤d：首先，三维立体扫描仪8对步骤c中护帮板3打开时正上方片帮煤壁1进行表

面扫描并将扫描信息传输给总服务器17；然后，升降控制电机23带动升降螺杆13将电磁波

接发装置4顶到步骤c中护帮板3打开时正上方片帮煤壁1下方；电磁波接发装置4对步骤c中

护帮板3打开时正上方片帮煤壁1进行裂隙探测，电磁波接发装置4裂隙探测信息通过数据

处理主站5传输给总服务器17；

[0077] 步骤e：在步骤d之后，通过时序电路控制：首先，升降螺杆13带动电磁波接发装置4

下降，升降控制电机23驱动升降螺杆13带动行走轨道14下降；其次，护帮板折叠控制电机24

接通电源，驱动液压缸带动护帮板3向上打开；

[0078] 步骤f：在步骤e之后，行走电机21驱动行走小车15返回总服务器17位置；

[0079] 步骤g：总服务器17输出步骤d中的裂隙探测信息与扫描信息。

[0080] 实施例2实现了粗预测与精预测的结合，降低了预测成本，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时

预测，有效的降低了安全风险。

[0081] 可根据压力传感器7数据设计安全等级，不同等级采用不同的报警声音，是显而易

见的。

[0082] 本发明充分描述是为了更加清楚的公开，而对于现有技术就不在一一例举。

[0083]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管

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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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多个技术方案进行组合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些修改或者替

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8562895 B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10

CN 108562895 B

10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11

CN 108562895 B

11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2

CN 108562895 B

12



图6

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4/5 页

13

CN 108562895 B

13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4

CN 108562895 B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