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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煤矿井下人员跟踪定位管理系统是集计算机软硬件、信息采集处理、无线数据传输、网络

数据通讯、自动控制等技术多学科综合应用为一体的自动识别信息技术产品，该产品是通过对

坑道远距离移动目标进行非接触式信息采集处理，实现对人、车、物在不同状态（移动、静止）

下的自动识别从而实现目标的自动化管理 。 

该产品集成了技术含量很高的射频识别技术，并采用双频点长短波频率实现可靠的全双工

通信,分站设备和KGE26本质安全型标识卡采用全新的嵌入式微处理器和嵌入式软件进行设计,

具有隔爆兼本质安全型设计、系统作用距离远、可任意调整系统的识别范围、识别无盲区信号

穿透力强、安全保密性能高、对人体无电磁污染、环境适应性强、可同时识别众多目标、便于



 

 

网络连接等性能优点，目前这种崭新的信息采集存贮传递和处理技术已迅速得到国内外同行的

广泛关注，它将为煤矿井下人员定位跟踪管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产品组成及其功能 
 

该产品由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组成，其中软件系统包括应用软件和嵌入式软件两部分组

成，用于完成信息采集、识别、加工及其传输，由这两部分软件共同支撑着整个系统的运行。

硬件系统由井下分站设备、发射天线、接收天线、天线调谐器、阅读器和标识卡组成;用于完成

信息采集和识别，井上部分由考勤机和指纹仪构成,从而实现预设的系统功能和信息化管理目

标。其中硬件系统包括： 

  

井下分站设备：由人员信息采集处理板、人员信息传输处理板、隔爆电源、备用电池嵌入式软

件组成。其主要功能是完成对人员识别编码输出信号的采集、处理、与地面计

算机的双向通讯及供电等。  

发射天线：   用于发射无线电信号以激活 KGE26 标识卡。  

接收天线：   接收 KGE26 标识卡发出的无线电信号 。 

标识卡：     由嵌入式处理器及其软件、卡内发射和接收天线、收发电路和高能电池组成，其

工作在两个频点上，全双工通信作用。KGE26 标识卡平时处于睡眠状态，当进

入系统工作区后，被发射天线发出的无线电信号激活，发射出唯一的加密识别码

无线电信号。卡内高能电池为标识卡正常工作和发射 315MHz 的电磁波提供能

量，卡内电池一次性可使用 70 万次以上(卡内电池可更换)。 

 

数传接口：主要由电源板、信号转换板及安全栓组成，完成通讯信号的转换和本安与非本安运

行环境的隔离。  

指纹仪: 主要用于对指纹的采集. 



 

 

考勤机: 与指纹仪配套使用,对于采集的指纹作出分析和保存. 

人员定位管理软件：实现对井下人员的跟踪定位信息的采集、分析处理、实时显示、数据库存

储、报表打印等功能。 

 

三、系统构成简图 

 
  

 四、系统工原理  
 

井下分站设备的人员信息采集处理板将低频的加密数据载波信号经发射天线向外发送；随

身携带的 KGE26 标识卡进入低频的发射天线工作区域后被激活（未进入发射天线工作区域标识

卡不工作），同时将加密的载有目标识别码的信息经卡内高频发射模块发射出去；接收天线接收

到标识卡发来的载波信号，经分站人员信息采集处理板接收处理后，提取出目标识别码，并经

人员信息传输处理板送至地面计算机，完成预设的系统功能，从而实现目标的自动化管理隔爆



 

 

电源及备用电池完成供电、断电保护功能。 

 

 

 

五、主要技术指标 
  分站电源220V/127V。  

  功 耗5W 。 

  发射频率132.3KHz。  

  接收频率315MHz。  

  数据接口通过井下传输分站转RS485或DPSK 。 

  工作温度 -5+40。  

  识别区域9m(1m-10m可调) 。 

  隔爆兼本质安全型 



 

 

六、主要性能指标 

 识别距离不小于9米识别距离110米可调。  

 能可靠识别快速移动目标 。 

 可同时识别多张不同号码的射频卡 。 

 无对人体伤害电磁污染 。 

 识别区域无方向性无盲区 。 

 信号穿透力和绕射力强 。 

 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能高。  

 集成度高兼容性好通信简单快捷。  

 性价比高便于安装和维护 。 

七、与其它产品相比较的优点 

  远距离识别无需将标识卡靠近读卡设备读卡  

 标识卡携带方便  

 系统的正常工作不受环境变化的影响保证在恶劣环境下24小时能够连续正常运转  

 系统运行安全稳定可靠误码率几乎为0  

 具有信息防冲撞功能可同时识别多个标识卡  

 信号穿透力和绕射力强系统识别标识卡可做到无方向性  

 识别距离不小于9米最大可到15米且识别距离115米可以调整  

 无对人体伤害的微波电磁污染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能高  

 可靠识别快速移动目标即射频卡  

 标识卡低电量双重显示即标识卡低电量时会出现黄色指示灯同时标识卡低电量的信息

将通过系统传送到后台计算机台计算机会出现低电量信息提示便于通知用户更换卡内



 

 

电池  

 标识卡内的高能电池容量可使用2.5年即2.5年更换一次电池标识卡的寿命周期可超过

10年  

 系统安装维护方便  

八、产品证书   

 

KJF48 隔 爆 兼 本 安 型 动 态 目 标 识 别 器 及 KGE26 标 识 卡 执 行 如 下 技 术 标 准 ： 

Q/SJC003-2003 。 

KJF48 隔爆兼本安型动态目标识别器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编号：20043850 。 

KJF48 隔爆兼本安型动态目标识别器防爆合格证号：2042307。  

KGE26 标识卡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编号：20043849 。 

KGE26 标识卡防爆合格证号：2044064  

KFD-3 井下分站电源箱安全标志证书编号：20011013  

KFD-3 井下分站电源箱防爆合格证号：320013117  

九、系统软件所具备的功能 

（1）查询当前井下人员分布 

根据各矿实际情况绘制井下巷道、采区图，并在该图上显示各个区域当前人

数。该图是动态的，随着井下人员的移动，该图显示的各区域人数会随时更

新。在该图上用鼠标点击，可以显示某个选定区域的人员名单；进一步点击

还可以显示某个选定人员下井后的行踪。（如下图） 



 

 

 

 

 

 

双击 0022 分站将

弹出显示本分站目

单击“此处”可以对

姓名为“肖正伟”的

“肖正伟“当天

在井下的活 动



 

 

 

（2）井上人员指纹考勤功能 

考勤机                       指纹仪 

1、无需携带任何考勤卡，只要轻轻一按手指即可完成签到；        

2、杜绝代打卡的行为发生；  

3、班次设置灵活多样，只需拖动鼠标，各种考勤排班即可设置妥当； 

4、可同时处理多个班次考勤； 

5、可处理跨零点班； 

6、支持先考勤后排班； 

7、不需额外设备，无须系统维护费用，节约配发、补发考勤卡成本； 

8、建立员工个人信息档案，便于企业进行人事管理；根据管理的需要输出多种报表。  

（3）可以选择对特定的人员进行井下跟踪 

 
双击当前位置可以调



 

 

 

 

 

（4）员工当前位置查询：位置查询功能用来查询员工当前的位置，可输入员工编号或姓名

进行查询，显示结果为员工当前位置，到达该位置时间、下井时间等。 

灰色的是昨

天的活动轨
蓝色的是当

天的活动轨

单击“选择”出

现该网页，在本

网页中可以添加



 

 

 

 

 

（5）轨迹再现：选择一个职工后，程序将以图片的形式再现员工经过的过程 

 

 

 

单击“当前位

置”将调出员

选中的职工 将

画圈的几个 站



 

 

（6）井下员工查询，是针对当前井下的员工进行查询，以便对当前井下的员工进行管理。

可以列出井下员工的详细细节，也可以按部门统计井下员工人数。 

 

 

 

（7）员工分布查询：该功能查询各个分站的员工分布情况，虽然在主界面上可以看到几个

分站有多少人，但这里你可以对这些人有个全方位的了解，这里只列出了有人存在的分站，

如果该分站没有人，那么该分站不会被列出来。 

目前在井

下作业的

鼠标停在表格中的“在此停留” 

单击此处将调出

“此人的活动轨

此人当天的



 

 

 

（8）超时员工查询：该功能查询井下超过指定时间的员工，查询显示出超过指定时间员工

的详细信息，时间在条件面板中指定，对查询出的结果提供了打印功能。 

 

单击此处可 以

调出当前选 中



 

 

 

（9）分站经过查询：可以查询出特定的部门在特定的时间内所经过的分站(如下图)： 

 

（10）分站信息查询：可以查询出目前各个井下分站的工作情况 



 

 

 

（11）分站异常查询：    查询各个分站的历史异常记录，分站的异常情况都从了保存，通

过此功能，你可以查询出各个分站的各种异常。可以通过各种条件进行查询，方便管理员对

分站情况进行了解。 

 

（12）部门日考勤查询：是以日为单位对某天全矿的考勤进行查询，以便对全矿日下井情

况进行详细的了解。 



 

 

 

（13）个人月考勤查询：个人月考勤针对一个人进行查询，查询某个人一个月某个时间段

内的考勤情况。 

 



 

 

（14）部门月考勤统计:功能是对某个部门的所有员工进行考勤统计(如下图) 

 

 

 

(15)全矿日考勤统计: 全矿日考勤统计对全矿某一天的下井情况进行统计，统计各个部门当

天的下井总人数，如果选择了“列出班次细节”将会列出当天下井的各个班次的人数，在统

计完各个部门的人数后，在 下面作了总的统计。 

 



 

 

(16)全矿月考勤统计：全矿月考勤统计对全矿某一月的下井情况进行统计，统计以部门为基

本单位，即统计某个部门一个月的下井情况。 

（17）考勤手动修改：考勤手动修改提供对所有考勤的手动修改，修改可能是任意的，还

可以对已有的考勤进行删除，或是建立一条新的考勤记录。 

 

单击“修改”

将 出 现 修 改



 

 

 

(18)员工工时管理：可以为选择的职工增加或减少相应的工时。 

 

（19）员工信息管理：本功能查询员工信息库中员工信息，可以通过多种条件单一或组合

查询，查询显示员工的基本信息，可根据各个字段进行排序。 

 

如 确 定 要 修

改此条记录，



 

 

(20)新增员工信息 

 

（21）员工标识卡管理：员工标识卡管理提供了对员工标识卡的替换操作，在进行替换时

可以将旧的标识卡一个月内的所有考勤记录和活动轨迹。如果你不需要对 考勤和活动轨迹

进行替换，你可以不选择替换，这样就只作简单的标识卡替换操作。 



 

 

 

十、水位传感器 

GSW10(A)水位传感器  

测量范围：0~10mH2O  

基本误差：±1%FS  

分 辨 率：0.01 mH2O 

显示方式：四位 LED 

防爆型式：矿用本质安全型  

防爆标志：ExibI 

输出信号：频率输出：200~1000Hz，5~15Hz，5~155Hz 

（电流脉冲输出或光电隔离输出） 

电流输出：1~5mA（负载电阻<500Ω），4~20mA（负载电阻<150Ω） 

 工作参数：工作电压 12—18V DC，工作电流<80mA 



 

 

       

十一、矿用风机控制器  

FBD 系列压入式对旋轴流局部通风机： 

FDB№:6.0/30 输出功率:2×15KM 

FDB№:6.3/30 输出功率:2×30KM 

防爆标志：Exd[ib]I  

 

        

 

十二、公司简介 

企业资格报告 

湖北襄樊石开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HUBEI XIANGFAN SKY TECHNOLOGY 

CO .,LTD），是一家致力于铁道运输等多种行业信息管理技术项目研究与开发的高科技公司。

多年来我们本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宗旨，在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指纹识别技术、

触摸屏技术、网络信息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产品用户遍布全国各地。 

本公司自成立以来，着力深入开展新技术在铁路系统中的应用推广，凭借较强的研发



 

 

力量，在铁路各级单位的配合支持下，努力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基层站段提供切实

的技术服务，陆续将各类计算机运用技术及高新设备推广应用到铁路各级单位。 

石开公司凭借多年苦心积累的技术优势，现已开发了五大系列二十多个品种，产品均

适合于多种复杂环境，具有极强的兼容性和灵活性。经验丰富的石开技术开发人员还可以根

据用户的需求。为用户量身订做产品，以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公司的经营范围有：计算机网络工程设计、安装、调试、系统集成;电子产品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设计、安装、调试、维护、技术培训;网页设计、

制作、发布;企业形象设计、策划、制作。 

石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有着一群技术精湛、创意十足、节节进取的软件开发人员，力求

完美是我们的目标，多元服务是我们的武器，满足用户的需求则是我们不变的志向。 

石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自 2000 年成立筹办了第一个产品网站“石开网络科技”网址：

http://www.railsky.com，在“石开网络科技”网站上成功推出了铁路行业系列软件推广介

绍，每天IP访问量在 3000 左右且成上升趋势稳步发展。 

石开网络科技公司在赶、超、比同类软件公司的同时，于 2000 年开发并发布PC机上

《列车时刻查询》软件受到广大用户好评并且不但有用户向公司申请购买。《列车时刻查询》

根据铁道部最新发布的数据编制，人性化的届面，清晰、直观的图片引导只需轻点鼠标即刻

查询出您需要的车次、票价、里程、乘时并且可以即时打印出来。方便的操作、设计让广大

用户爱不释手；2002 年公司又开发出基于WEB平台的在线查询《列车时刻查询》软件，只

要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让您查询列车的信息，深受新老用户的青睐。依托《列车时刻查询》

开办了《旅行时刻》网址：http://wwww.lxsk.com，旅行时刻网是一个以列车时刻查询、

身份证验证查询、手机查询、IP地址查询为主的综合查询网站，IP日访问量达到 40000。《列

车时刻查询》相继推又出了手机在线查询服务，该技术为手机用户提供了服务（请用手机访



 

 

问http://www.lxsk.com/wap/） 

石开公司又开发了新型矿井人员井下定位管理系统，就可对煤矿入井人员进行实时监

测，随时查看井下人数量。如果发生灾变，还可立即从监控计算机上查询事故现场的人员情

况、在软件中可显示被困人员数量，为事故抢险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可利用系统的日常

井下定位管理功能，对矿井人员进行井下定位管理。   

 

本公司主要产品和项目： 

 煤矿井下人员定位系统 

 煤矿触摸屏指纹考勤系统 

 机车周转图绘制系统 

 乘务员出退勤系统 

 司机操纵评分系统 

 多媒体查询系统 

 职工教育测试系统 

 职工评分系统 

 指纹待班考勤系统 

 IC 考勤系统 

 指纹考勤系统 

 机车出入库检测 

 检修生产调度管理系统 

 机务运用安全信息管理系统 

 机车数据库系统 



 

 

 检修台帐系统 

 ISO9002 质量管理资料系统 

 LED 显示屏系统 

 语音查询系统 

 多媒体查询一体机 

 电视监控系统 

 机车出段检测信息管理系统设计方案 

 机车出入段检测信息管理系统基本流程 

 网络办公综合管理 

 客运段管理系统 

 

 

公司部分产品及用户 

单 位 使    用   产   品 

襄樊北机务段 

机车周转图系统、 多媒体查询系统(检修百台赛系统、

ISO9002 质量管理资料系统、  职工教育测试系统、 职工

评分系统、  IC 卡考勤系统)、  LED 大屏幕、 电视监控

系统、机车检修百台赛系统 

随州机务段 机车周转图系统、  检修百台赛系统、  司机操纵评分系统

加格达奇机务段 
多媒体查询系统(司机操纵评分系统)、乘务员出退勤管理系

统 

襄樊铁路分局 机车周转图绘制系统 



 

 

齐齐哈尔机务段 机车周转图绘制系统、 

昂昂溪机务段 
机车周转图绘制系统、司机操作评分系统、乘务员出退勤管

理系统 

重庆西机务段 机车周转图系统 

重庆南机务段 司机操纵评分系统、机车周转图绘制系统 

成都机务段 机车周转图系统、 司机操纵评分系统 

贵阳机务段 机车周转图系统、司机操纵评分系统 

山西大同湖东机务段 机车周转图系统  

六里坪机务段 
机车周转图系统、 检修百台赛系统、 机车出入库触摸屏系

统  

麻尾机务段 机车周图绘制系统 

六盘水机务段 检修信息管理系统 

遵义机务段 机车周转图绘制系统、机车检修信息管理系统 

北疆铁路公司 机车周转图系统 

枝江机务段 
检修百台赛系统、机车周转图系统、  违章违纪、 乘务员

指纹待班系统、LED 大屏幕、人事计划、 

峨眉机务段 机车周转图系统 

河南洛阳机务段 乘务员手机短信叫班系统 

蚌埠机务段 

机车检修信息查询系统、触摸屏查询系统、检修 LED 大屏

显示系统、机车检修百台优质竞赛系统、机车检修台帐系统、

视屏监控系统、ISO9002 检修质量体系管理系统、职工教



 

 

育测试系统、配件过程管理系统、检修成本管理系统、指纹

考勤系统 

张家界机务段 乘务员出退勤系统 

图们机务段 
乘务员指纹出退勤系统、乘务员叫班系统、LED 大屏显示系

统 

宝丰机务段 办公自动化系统 

格尔木机务段 
检修管理系统、指纹考勤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劳保用品

发放管理系统 

乌鲁木齐铁路局机务处 机车周转图绘制系统 

襄樊水电段 自动化办公系统 

塔河机务段 乘务员出退勤系统 

让湖路机务段 乘务员出退勤系统 

襄樊客运段 客运段管理系统 

嘉北机务段 

安全运用系统 

大屏显示系统 

触摸屏查询系统 

甘肃新柏煤矿集团 触摸屏指纹考勤系统 

超越集团 神东煤炭分公司 

瑞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矿业有限公司 

新汶矿业集团华丰煤矿 东煤集团 

安徽铜陵碎石岭煤矿 济南华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铁法业煤集团物业公司  

 

 

 

 

 

 

 

 

 

 

2004 年新加客户名录： 

 



 

 

浙江省嘉兴市车务段 

河北省保定通信实业公司信息分公司 

银川市正枫科技 

重庆旅游公司 

江苏景德镇电信公司 

秦皇岛国际旅行社 

上海汽轮机有限公司 

北京蓝快公司 

河北铁通公司 

成都光大旅行社 

安微淮南旅行社 

广西旅行社 

河北衡水网通公司 

郑州铁路分局 

荆门教育旅行社 

江西金东方旅行社 

河南郑州旅行社 

广州铁路售票中心 

湖南长沙旅行社 

湖南石门旅行社 

新疆乌鲁木齐旅行社 

山西焦煤集团 

四川虹桥国际旅行社 

湖南张家界国际旅行社 

江西南昌旅行社 

浙江杭州旅行社 

河北石家庄旅行社 

吉林长春国际旅行社 

青岛铁路客车铝窗开发公司 

河南郑州铁路医院 

宝鸡供电段 

河南新乡铁通旅游公司 

辽宁抚顺车站 

广东韶关国际旅行社 

浙江台州中铁三局二公司 

广州忠侨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神州旅行社 

杭州新假日旅游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市军械工程学院 

郑州世纪通旅行社 

河北保定旅行社 

浙江省舟山春秋旅行社 

陕西旅行社 

华亭煤业 



 

 

黑龙江龙煤矿业 

平顶山煤业 

河南永城煤业 

安徽铜陵碎石岭煤矿 

甘肃靖远煤业 

湖南涟邵矿业集团 

 

 

 

 

石开网络科技联系： 

单位： 石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湖北省襄樊市前进路华凯第一城 B 座 30 层 

电话： 0710-3259238  

传真： 0710-3259238  

联系人：桂思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