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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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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技术随着近年的发展已逐步运用到各类工业生产环境中，本文针对国内外
煤炭产量计量行业的现状、缺陷及发展，提出将视频监控同煤矿产量实时计量相结合
的物联网技术方案，解决了类似产量数据无法快速汇总，人工操作易误差以及各种违

库

规操作无法现场还原等缺陷。

要

针对这些问题，为了提高煤炭计量技术效率，根据相关标准设计了“基于物联网

文
摘

的煤炭计量系统”。系统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利用Visual C++软件开发平台与MFC基
础库辅助开发了一套界面友好、操作简单、功能完备的煤炭计量系统软件，并采用SQL
Server 2000进行数据库软件开发。

论

本文分四大模块来介绍煤炭计量系统的软件设计，首先阐述国内煤炭计量方法的
发展现状、研究意义，指出现有煤炭计量方法的缺陷，对所研究课题的可行性分析并

士

介绍课题所涉及的关键技术，其次，根据行业标准，设计了基于物联网的煤炭计量系

硕

统，这部分重点介绍系统的功能需求、参数指标、硬件结构方案等，最后，着重介绍

学
博

了煤炭计量管理系统软件系统的设计，包括需求分析、模块设计。系统软件有三个部
分组成：客户端软件主要负责对数据存储服务器上的数据进行远程访问，包括视频预
览，实时查看，分段点播视频，回放视频，检索相关视频和称重产量数据，获取称重

大

产量等的各种报表并输出，打印；数据存储服务器软件用来实现对监控数据与录像文
件的统一保存；本地称重软件通过PC串口和电子地磅相连接，进行称重数据的直接读

门

取。

厦

通过系统测试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开发的煤炭计量系统满足设计需求，实现了

预期的各项功能，软件实时性高、通用性强、可靠性好，为煤炭生产及产量计量带来
方便与效率提升，如果投入应用，将会在煤矿及其他行业的类似应用具有良好的适应
性和很高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物联网；煤炭计量；C/S 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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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a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ing 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to all type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environment, this paper present situation of coal production

库

at home and abroad metering industry, Defects and development, proposed video surveillance
with coal production combines real-time metering networking technology program to solve a
illegal operations are not field reduction and other defects.

要

similar output data can not be quickly summarize, error prone manual operations and various

文
摘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oal metering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standard design of the "coal-based metering system of things." System
networking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use Visual C ++ software development platform and MFC-

论

based library helper has developed a user-friendly, simple operation, full-featured software coal
metering systems, and uses SQL Server 2000 database software development.

士

This paper divided into four modules to introduce coal metering system software design,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coal first described measurement methods, the research

硕

significance, pointing out flaws in the existing coal measurement methods for feasibility
analysis and presentation of research topics covered Key technology, and secondly, according

学
博

to industry standards, design of coal-based metering system of thing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is section focuses on the system, parameter index, the hardware structure of the program,
and finally, the design focuses on coal metering management system software system, including

大

needs analysis, module design. System software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client software i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data on the data storage server for remote access, including video

门

preview, Live View, segmented demand video, playback video, related videos and weighing
retrieve production data, get weighed various reports such as yield and output, printing; data

厦

storage server software for monitoring data used to achieve unity and video files saved.
Through the system test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al metering system

developed to meet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to achieve the desired functions, the software realtime high, versatility, reliability, convenience and efficiency to coal production and output
metering upgrade, if put into use, will have good adaptability and high practical value in coal
mines and similar applications in other industries.

Key Words: Internet of Things; Coal Output Measurement; C/S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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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章 绪 论
1.1 课题背景及意义
在信息科学技术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多媒体技术应用的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在军事科

库

技、安全技术以及医疗诊断中都对多媒体技术进行了充分的应用。视频监控是多媒体技
术应用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视频监控可以直接捕捉到图像数据，因此其具有快

要

捷以及方便的特点，人们对于视频监控的应用越来越广泛[1]。通常情况下对于视频监控

文
摘

的应用主要分为以下步骤：首先将相应数量的摄像机以及报警器安装在重要的位置，然
后摄像机将拍摄到的视频和报警信号传输到控制中心，最后通过应用存储设备来存储数
据和媒体，因此视频采集终端需要存储大量的多媒体数据，既要保证图像具有较高的精

论

度和质量，还要满足同一系统的不同需求，随着视频监控技术的发展，众多学者研究得

士

到了多样化的图样采集技术，数字视频录像机的出现使之在监控系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

硕

近年来我国大部分的煤矿企业已经开始逐渐的重视监测监控系统的研制和开发，然

学
博

而人工采集依然是大多数中小型煤矿企业的产量统计方法，同时很多企业在不同时间建
设的系统无法有效的结合起来，在人工统计煤矿产量的过程中会产生数据上的误差，这
样企业相关人员就无法及时的获得煤矿企业产量的准确信息，无法对远程监控信息进行

大

有效的整合，政府在规划煤炭资源以及监控企业生产的过程中也缺乏一定的参考依据[2]。

门

因此为了有效的解决这种问题，政府需要采取有效合理的方法来检测和记录煤矿的生产
过程，通过所获取的基础数据来实现企业的安全生产。同时政府管理部门应当能够获得

厦

煤矿企业准确的生产现状，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合理的煤矿管理和开发政策，将网络信息
技术应用到煤矿企业运营中，合理的对煤炭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保证我国煤炭行业的
顺利和稳定发展 。
本次研究得出了一种新的计量管理系统，该管理系统融合了物联网技术，使人、物、
数据三者紧密结合能够同时实现煤炭产量的计量和监控，在海关、各个运输部分以及生
产企业中能够发挥非常大的作用。能够实时的计量重量数据，同时将计量数据以及计量
现场的视频数据通过网络视频监控技术传输到监控中心，这样企业相关领导能够及时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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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获得相应的数据，既能够保证企业税收的透明化，还能够保证企业的稳定发展，将
网络信息化应用到了煤矿企业的运营过程中[3]。
本次研究得到的计量管理系统所具有的功能主要是通过视频网络传输系统来实现
的，通过对物联网的应用，实时动态的将现场的称重数据传输到监控中心，同时还能够

库

得到计量现场的视频数据。
汽车衡，即地磅是目前大多数煤矿和电厂称重的主要方式，汽车衡主要由传感器、

要

秤台以及显示仪几个部分组成。首先工作人员计量空车的重量，同时将计量数据记录下

文
摘

来，接下来对重车质量进行计量，两者相减就能够得到煤炭的净重，然而这种计量方法
存在以下几种缺陷和不足：

首先，在应用这种计量方法的过程中需要多个工作人员相互配合，计量效率较低，

论

其次计量数据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再次，没有将物联网技术应用到计量过程中，

识别称重车号，降低了计量效率。

士

企业相关领导无法及时准确的获得煤炭的进出量，最后在进行计量的过程中需要准确的

硕

本文所设计的煤炭计量管理系统能够有效的弥补以上缺点，通过数据端口能够将显

学
博

示仪的数据传输到计算机中心，计算机能够快速的进行重量的计算以及票据的打印工作。
另外一方面网络能够将这些数据传输到服务器中，并在服务器中汇总和分析这些数据。
通过监控摄像头能够检测到空车的基本情况，例如可以避免空车中存在杂物，进而避免

大

了投机取巧现象的发生，有效的提升了工作效率。企业相关领导也能够及时准确的获得

门

企业煤炭的进出情况。
本文研究得到的煤矿计量管理系统能够有效的实现计量的标签化，主要通过处理称

厦

重信号来实现，该煤炭计量管理系统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4]：
第一，实现了模块的设计，具有较强的扩展性，由于目前大多数的电子秤必须有唯

一的计量软件相对应，无法在工业生产应用的过程中进行有效的扩展。本文通过对电子
秤的串口数据传输进行研究，采用模块化的方法对计量软件进行设计，使之在大多数电
子秤中都能够应用，同时通过对串口输出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发现能够满足相应的需求。
第二，实现了计量的标签化，能够将称重数据和视频数据叠加起来。由于目前无法
有效的将监控系统和计量系统结合起来，因此本文为了弥补以上缺点，通过研究和调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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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实际情况，将两个系统进行了融合，能够将视频图像、称重数据以及计量位置对
应起来，实现了计量的标签化，通过对网络技术的应用来对数据进行传输。
第三，能够实现税率的预测，通过相应的设置，本文研究中得到的系统还能够实现
对产量税率的预测，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

库

1.2 研究课题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要

1.2.1 产量计量的发展概况
（1）早期称重产量计量概述

文
摘

在大多数煤矿以及电力企业中主要采用下面的方法进行车辆的称重：第一，工作人
员通常称重得到空车的质量；第二，对重车进行称重；第三，将两次测量的车号对应起

论

来并相减就可以得到货物的净重，同时工作人员将这些统计数据定期上报给企业相关领
导。在这个测量过程中既需要空车和重车测量人员，还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报送车号，

士

同时还要检查测量车辆称重的位置是否满足要求。图 1.1 是传统称重计量的基本流程。

硕

早期企业产量计量流程框图

学
博

监督称重

手工数据
计算

记录车号
和毛重

报送车号

数据上报

监督操作

图 1.1 传统称重计量流程图

厦

门

大

记录车号
和皮重

这种计量方法存在着很多方面的缺点：需要多个工作人员相互配合进行测量，工作

效率较低，容易出现数据的误差；容易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增加投机取巧现象的发生
几率；在计量的过程中需要严格的匹配车号，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计量效率；无法应
用网络信息技术，企业领导无法准确及时的获得企业的煤炭生产数据。
（2）当前流行的产量计量概述
自 1980 以来。网络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其在企业称重和计量方面的应用更加
的广泛，通多对网络技术的应用企业能够及时的获得企业的生产和运输情况，避免企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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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不规范生产和运输的情况，在保证企业安全生产的基础上维持了国家税收的稳定。
通过将计量设备安置在计量点处能够自动的对货物进行计量，同时将采集到的计量
信息传输到监测中心，监测中心将处理后的数据提交到企业的管理人员以及政府的相关
管理部门，这种远程产量计量系统对网络技术进行了充分的应用。图1.2为远程产量计量

论

文
摘

要

库

系统的主要工作过程。

图 1.2 当下流行产量计量框图

士

以上计量监测技术通过对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工作效

硕

率，降低的监测成本，但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一方面，在操作的过程中容易受到
操作人员主观因素的影响，增加了舞弊现象的产生几率，同时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使

学
博

得测量数据出现一定的偏差，这直接影响了运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另外一方面无法实
时的对运输数据进行传输，无法得到计量的视频画面，在对计量过程进行监督的过程中

大

缺乏相应的依据。

1.2.2 视频监控系统的发展概况

门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视频监控系统的研制和建设，这主要是因为：首先，

厦

在计算机技术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希望通过对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来实时的监控作业
现场，其次，随着视频技术以及光纤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视频监
控系统的发展，因此自动化控制以及信息科学技术在监控系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回顾视频监控系统的发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第一代模拟监控系统的产生，1990 年以前，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的产生
标志着第一代模拟监控系统的出现，该系统主要是依托于视频和摄像机技术的发展来实
现的，该监控系统主要包括前端设备和监控中心两个部分。其中摄像机以及解码器组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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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前端设备，监视器、录像机以及控制键盘等是监控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矩阵、
录像机、分割器以及传感器是模拟监控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主要采用模拟的方法进行
视频的传输，但是这种监控系统对于传输距离有一定的限制。
第二个阶段是数字化本地视频监控系统的出现，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人们

库

对于计算机技术和视频技术的研究逐渐的深入，通过对计算机数据处理技术的应用能够
更加方便的进行视频的采集和处理，通过高分辨率的显示器能够清晰的显示视频画面，

要

有效的提升了图像精度，这种以 PC 机为基础研制得到的监控系统称之为第二代数字化

文
摘

本地视频监控系统。将一定数量的检测设备安装在相应的位置，这些设备能够通过传输
线路将数据传输到监控中心，这种视频监控系统既能够对各种信息进行处理，还能够通
过对视频压缩卡以及通信接口卡的应用实现监控中心间网络信息的转移。

论

第三个阶段是远程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的出现，上世纪末，人们在信息技术和通信技

士

术上的研究逐渐成熟，出现了多样化的视频获取和处理技术，这就衍生出了远程网络视
频监控系统。该监控系统主要依靠网络来运行，既能够实现数字视频的传输和播放，还

硕

能够采用智能化的方法对图像进行分析，基于以上优点，学者对于远程网络视频监控系

学
博

统的研究逐渐深入。因此，在网络信息技术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监控系统必将会得到
逐渐的完善和发展。

基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在企业生产和运营过程中对于远程监控系统的应用越来越

大

广泛，在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研究的过程中需要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等多方

门

面的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更高质量的远程视频监控系统，使其更好的服务于企业
的生产和运营。

厦

1.2.3 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概况
如今，全球物联网技术正在逐渐进入实质发展阶段，这得益于传感器、大数据以及

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全面推动。在欧美国家，交通、物流、汽车工业、消费电子、能源、
医疗等领域物联网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在国内，物联网技术还无法全面投入到市场环境中去，特别是成本问题还未很好解
决，但这并不能阻止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国内物联网已经开始起步，应用初见规
模。目前，国内物联网的主要应用领域集中在智能化工业、智能化农业、智能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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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环保、智能化物流、智能化医疗、和智能化电网等，在这些领域中物联网技术应
用逐步展开，例如在物流配送、仓储管理、集装箱的监管、调配、运输等已有了物联网
技术的应用；在医疗行业中，物联网技术也有部分施展，例如查房、输液、医疗器械监
管等环节。

库

1.3 本文的章节结构

要

本次主要研究煤炭产量计量监测系统，通过充分了解远程视频监控系统以及电子计
量系统的工作原理，利用物联网技术，研究得到了一种基于物联网的煤炭产量计量管理

文
摘

系统。
（1）论文完成工作
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论

首先开发得到了一种新的本地称重软件，该软件能够采集和处理电子地磅的称重数

士

据，同时还能够存储计量数据并打印相应的凭证，其功能主要是本地的称重和管理。

硕

然后研究开发了数据存储服务器软件，该软件能够远程的存储地磅的称重数据以及
相应的视频数据，同时还能够进行数据的转发。

学
博

最后开发得到了新的客户端软件，利用物联网技术能够远程的预览计量数据，进而
监管部门能够对企业的产量数据进行充分的了解，同时该软件还能够对企业税率进行管
理和预测，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效率。

大

（2）论文组成结构

门

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次研究的意义、背景、选题来源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厦

进行了阐述，同时介绍了本次研究主要完成的内容以及研究计划。
第二章，重点阐述了煤炭计量管理系统的研究，通过对视频监控系统和称重计量系

统的研究得到了本次研究的设计方法，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第三章，对系统整体进行需求分析，明确项目目标，其次对系统软件的三大组成部
分即客户端软件、服务器端软件、本地称重软件的功能描述，最后在保证满足系统相应
需求的基础上研究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第四章，主要进行了系统的总体设计研究。首先介绍了该系统的总体设计思想，并
构建了相应的软硬件架构，重点阐述了数据间的传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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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进行了系统软件的开发与设计。主要探讨了软件开发的具体流程以及系统
的设计思想，进行了客户端软件、本地称重软件以及数据存储服务器软件的设计和开发，
同时对三个软件的主要功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第六章，主要介绍了系统的运行测试，借助于新疆某煤矿运输队，将系统应用于其

库

日常计量，通过对该系统的实际测量，取得了非常好的运行效果。
第七章，结束语，对本次研究中的工作成果进行了总结，同时对本文研究的不足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及后续的研究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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