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非煤矿山“电子封条”系统

接入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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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为了严厉打击矿山非法、违法组织生产行为，加快推进“互联网+监管”应

用工作，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要求在在长期停产、停建和正在实施关闭的

煤矿和非煤地下矿山安设“电子封条”，通过安装摄像机、电子锁等设备，实现

对关键地点、关键设备的远程监控。

通过全国通用的智能监管平台，实现与矿端“电子封条”的联网，利用信息

化、智能化及视频识别等技术手段，远程监控矿井出入井人员、总人数和相关设

备开停状态，智能分析异常情况是实时分析，将分析结果通过互联网实时传送到

矿山安全监察局“电子封条”智能监管平台，及时向监管监察部门推送报警信息。

2.设计依据

设计和制造应符合适用的中国最新版国家标准（GB）或在国际范围内被接受

的具有不低于下列标准的标准。

《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矿安【2022】4 号）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关于非煤矿山推广安设“电子封条”工

作的通知》

《矿山“电子封条”接入技术要求》（试行）

《煤矿安全规程》 2016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 3836.1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2部分：隔爆型“d”》 GB 3836.2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 4部分：本质安全型“i”》 GB 3836.4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标识》 AQ 1043-2007

《煤矿通信、检测、控制用电工电子产品通用技术要求》 MT 209-1990

《煤矿通信、检测、控制用电工电子产品基本试验方法》 MT/T 286-199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与验收规范》 GB32/366-1999

按照国家标准有关规定设计、制造、检验、确保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标准。

3.设计原则

（1）充分考虑矿井的具体需求和现场实际情况；

（2）兼容性强：兼容现有地点布置的各类前端摄像仪，减少投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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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统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工作的连续性，最大限度地减少各方面的维

护工作量；

（4）系统可扩展性及兼容性很强，使用方便；

（5）识别算法可以进化升级和扩展；

（6）合理的性能价格比。

4.系统设计方案

4.1 系统概述

本系统在矿井关键位置安装普通摄像仪+分析主机或者 AI 摄像仪对矿上图

像进行实时分析，将分析结果实时传送到矿山安监局“电子封条”智能监管平台，

及时向监管监察部门推送报警信息。

图 1 系统框架说明

主要功能如下：

人员入井识别实时上报

煤矿每当识别到入井人员下井时，生成一个特征图片，图片中用矩形框标记

识别到的人员，并立即上传矿山安监局平台。

货运车辆识别实时上报

煤矿每当识别到货运车辆出厂时，生成一个特征图片，图片中用矩形框标记

识别到的货运车辆，并立即上传矿山安监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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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状态识别

煤矿每当识别主井口运输设备工作时，生成一个特征视频流（时长 10 秒），

在运行工作状态遇到有煤或无煤状态变化时，生成一个特征视频流（时长 10

秒），并立即上传矿山安监局平台。

摄像头遮挡、挪动角度识别信息

每当识别到摄像头被遮挡、挪动角度时（1 个小时识别一次），生成一个特

征图片，并立即上传矿山安监局平台。

4.2 系统结构及组成

图 2 系统架构图

系统分为三层，煤矿层、国家矿山局层以及监察监管部门层。煤矿层主要由

流媒体服务器、AI 分析装置、普通摄像仪、AI 摄像机组成。国家矿山局层主要

由智能监控平台、流煤体服务器、FTP 服务器组成。监控监管部门主要通过 PC

终端访问国家矿山局智能监控平台。

 Web 端：采用 B/S 架构，各省监管监察部门人员通过 Web 方式访问国家矿山

局的智能监控平台，查询各矿的人员、运输车、运输设备以及摄像机的报警

信息，并可以回放视频和下载图片和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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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监控平台：部署在国家矿山局，作为整个系统的总调度和监控平台，负

责接受和存储各矿提交的报警信息，负责协调 FTP 服务器提供上传报警图片

和视频的显示和下载，负责协调流媒体服务器提供实时视频预览地址。

 流煤体服务器（国家矿山局）：部署在国家矿山局，负责接受各矿上传的实

时视频，并转化为 HTTP 格式，提供给各省监管监察部门通过 web 页面进行

预览。

 FTP 服务器：部署在国家矿山局，负责接收各矿山流媒体服务器上传的报警

图片和视频，并提供查看和下载接口。

 流媒体服务器（矿山）：部署在各矿山，负责接受矿山和 AI 分析装置、AI

摄像仪上报的实时报警信息、图片和视频，并实时转发到国家矿山局智能监

控平台和 FTP 服务器；负责将矿山的各摄像机视频流进行代理转发到国家矿

山局的流煤体服务器，以便各省监管监察部门人员实时查看。

 AI 分析装置：基于 ARM+DSP 的架构，主要进行各种智能分析算法的运算，实

时获取普通摄像仪图像通过深度学习功能进行分析人员入井检测、货运车辆

进出厂检测、运输状态识别以及摄像仪挪动和遮挡检测，并将报警信息实时

上传到矿山流媒体服务器。

 AI 摄像仪：自带智能分析模块，除了普通摄像机功能外，可通过深度学习功

能进行分析人员入井检测、货运车辆进出厂检测、运输状态识别以及摄像仪

挪动和遮挡检测，并将报警信息实时上传到矿山流媒体服务器。

 普通摄像仪：将双向音频处理、广播、光电交换机、WIFI、双绞线等整合到

一块主板上，任意搭配。支持级联、音视频对讲等功能，为 AI 分析装置提

供分析图像。

4.3 系统主要功能

4.3.1 入井人员识别功能

在停产停工，但井口尚未物理封闭矿井的主、副井井口安装 AI 摄像仪或者

普通摄像仪+AI 分析装置，并在画面中绘制人员入侵区域。当人员进入到画面的

入侵后 AI 设备立即产生报警信号以及生成报警图片，在报警图片中通过矩形框

将入侵人员进行标注并统计出入侵的人数。AI 设备将报警信息和报警图片实时

上传到本矿的流媒体服务器中，流媒体服务器根据“煤矿编码+摄像头编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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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编码+人数+当前时间+.jpg ”这一规则生成 JPG 图处并通过 FTP 协议上传到

国家平台。国家平台将数据进行存储用于后期的查看和取证。

4.3.2 货运车辆识别功能

在停产停工的煤矿运煤车辆出入口安装 AI 摄像仪或者普通摄像仪+AI 分析

装置，并在画面中绘制车辆入侵区域。对常用的货运车辆进行样本采集和训练，

使 AI 设备通过深度学习机制可以自动识别出进出矿的货运车辆。当货运车辆进

入到画面的入侵后 AI 设备立即产生报警信号以及生成报警图片，在报警图片中

通过矩形框将通过的货运车辆进行标注并统计车的数量。AI 设备将报警信息和

报警图片实时上传到本矿的流媒体服务器中，流媒体服务器根据“煤矿编码+摄

像头编码+分析类型编码+车数+当前时间+.jpg ”这一规则生成 JPG 图处并通过

FTP 协议上传到国家平台。国家平台将数据进行存储用于后期的查看和取证。

4.3.3 运输状态识别功能

在停产停工的煤矿主井口安装 AI 摄像仪或者普通摄像仪+AI 分析装置，对常

用的运输设备进行样本采集和训练，使 AI 设备通过深度学习机制可以自动识别

出矿山常用的运输设备。当运输设备在画面中移动时 AI 设备立即产生报警信号

以及生成报警图片，在报警图片中通过矩形框将运输设备。AI 设备将报警信息

实时上传到本矿的流媒体服务器中，流媒体服务器根据“煤矿编码+摄像头编码+

分析类型编码+当前时间+.mp4 ”这一规则录制 10 秒的录像文件并通过 FTP 协议

上传到国家平台。国家平台将数据进行存储用于后期的查看和取证。

4.3.4 摄像头遮挡、挪动角度识别信息

利用普通摄像仪和 AI 摄像仪自带的遮挡检测功能，在摄像仪画面上标定遮

挡区域，当超过标定的遮挡区域后触发报警。通过矿上的流媒体服务器与摄像仪

建立通信获取到遮挡报警信号，并将报警信号和抓取的图片上传到 FTP 服务器。

利用 AI 摄像仪或者普通摄像仪+AI 分析装置的方式,在摄像仪画面中标定一

个参照物，当参照物在画面中的位置发生变化时触发报警信号。AI 设备将报警

信息和报警图片实时上传到本矿的流媒体服务器中，流媒体服务器根据“煤矿编

码+摄像头编码+分析类型编码+当前时间+.jpg ”这一规则生成 JPG 图处并通过

FTP 协议上传到国家平台。国家平台将数据进行存储用于后期的查看和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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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实时视频流功能

将矿上的所有摄像仪取流的 RTSP 地址增加到流媒体服务器中，流媒体服务

器再将各摄像仪视频通过 RTMP 协议推送到国家矿山局的流媒体服务器中，各省

监管监察部门再通过 web 页面面查看各矿摄像仪的实时画面。

5.核心设备及技术指标

5.1 矿用本安型 AI 摄像仪

名称 矿用本安型 AI 摄像仪

基础参数

类型 枪机

最低照度 彩色:0.01Lux@(F1.2,AGC ON)

视频压缩

主码流:H.265/H.264，子码流: H.265/H.264/MJPEG，

H.264 编码支持

BaseLine Profil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H.265 编码支 Main Profile。

补光距离 30m

白平衡
自动/手动/自动跟踪白平衡/室外/室内/日光灯白平衡/

钠灯白平衡

增益控制 自动/手动

电子快门 1/3s～1/100,000s

像素 200 万

拾音距离 8m

扩音响度 ≥85dB

传输接口
百兆电口 2 路，百兆光纤 2 路，双绞线 2 路（可选）、

WIFI（可选）

镜头

图像设置
旋转模式,饱和度,亮度,对比度,锐度,AGC,白平衡通过

客户端或者浏览器可调

水平视角 111°～53.4°(广角-望远)

变倍速度 约 2 秒(光学,广角-望远)

焦距 2.7～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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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异常检测 网线断、IP 地址冲突、非法访问

光纤指标 传输距离 ≤20km（矿用单模光缆），双芯、单芯模式可选

双绞线指标 传输距离 ≤2km（线径 0.75）

WIFI 指标 传输距离 ≤500m，2.4G

电口指标 传输距离 ≤120m

功能

智能分析
人员检测、区域入侵、安全帽检测人数统计、人员脱岗

检测

划定报警区域 最多支持划定 4 个报警区域

干节点输入
4个干节点输入联动

(可用于行人不行车)

干节点输出
4个干节点输出联动

（可用于皮带、绞车、煤机等联动）

手持对讲 支持手势触发对讲呼叫

网络

安全模式
授权的用户名和密码，以及 MAC 地址绑定；HTTPS 加密;IP

地址过滤

用户权限 最多 32 个用户，分 3 级:管理员、操作员和普通用户

浏览器
支持 IE8+,Chrome31-44,Firefox30-51,Safari8.0+浏览

器

网络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RTS

P,RTCP,NTP,UPnP,SMTP,SNMP,IGMP,802.1X,QoS,IPv6,U

DP

其他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10W

工作温度和湿度 -30℃～60℃, 湿度小于 95%(无凝结)

防护等级 IP65

防爆等级 Ex[ib]I Mb

5.2 矿用本安摄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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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矿用本安型摄像仪

基础参数

类型 枪机

最低照度 0.01Lux@(F1.2,AGC ON)

视频压缩

主码流:H.265/H.264，子码流: H.265/H.264/MJPEG，H.264 编

码支持

BaseLine Profil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H.265 编码

支 Main Profile。

补光方式 白光灯补光

补光距离 30m

白平衡
自动/手动/自动跟踪白平衡/室外/室内/日光灯白平衡/钠灯白

平衡

增益控制 自动/手动

电子快门 1/3s～1/100,000s

像素 200 万

拾音距离 8m

扩音响度 ≥85dB

传输接口
百兆电口 2 路，百兆光纤 2 路，双绞线 2 路（可选）、WIFI（可

选）

镜头

图像设置
旋转模式,饱和度,亮度,对比度,锐度,AGC,白平衡通过客户端

或者浏览器可调

水平视角 111°～53.4°(广角-望远)

变倍速度 约 2 秒(光学,广角-望远)

焦距 2.7～8mm

设备异常检测 网线断、IP 地址冲突、非法访问

光纤指标 传输距离 ≤20km（矿用单模光缆），双芯、单芯模式可选

电口指标 传输距离 ≤120m

网络 安全模式 授权的用户名和密码，以及 MAC 地址绑定；HTTPS 加密;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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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

用户权限 最多 32 个用户，分 3 级:管理员、操作员和普通用户

浏览器 支持 IE8+,Chrome31-44,Firefox30-51,Safari8.0+浏览器

网络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RTSP,RTCP

,NTP,UPnP,SMTP,SNMP,IGMP,802.1X,QoS,IPv6,UDP

其他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10W

工作温度和湿度 -30℃～60℃, 湿度小于 95%(无凝结)

防护等级 IP65

防爆等级 IK10、Ex[ib]I Mb

重量 3.3kg

尺寸 300×169×107（mm）

5.3 高清红外摄像机

支持智能分析：目标计数，物品遗留/丢失，区域检测，越界检测；

采用 Linux 嵌入式操作系统，低码率、低功耗，稳定可靠；

采用 H.265 视频编码，压缩比高，画质好；支持动态码率控制。

支持 onvif 协议；支持私有协议 Slink 安全连接，支持 Digest 安全认证

视频延时短，视频高速运动画面清晰流畅。

高性能 3D 数字降噪功能和边沿增强功能；

10/100M 自适应，支持 HTTP/RTSP/DHCP 等网络协议；

ICR 红外滤片式自动切换，实现真正的日夜监控；

支持背光补偿，自动电子快门功能，适应不同监控环境；

支持 AEeye2.0 P2P，用于手机或电脑监看；

支持 OSD 显示；

基本参数

成像传感器 1/2.7" SC5235

核心处理器 MSC316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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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像素 500 万像素

最低照度 彩色：0.1Lux@F1.2；黑白：0Lux@F1.2（红外开）

红外照射距离 40-50M（4 颗 IR III 点阵红外灯）

镜头 M12 4mm 固定光圈镜头（6/8mm 可选）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宽动态 支持数字宽动态（D-WDR）,＞80db

背光补偿 支持

信噪比 ≥50db(AGC 自动增益关)

图像设置

支持亮度，对比度，饱和度，白平衡，AWB(自动白平衡)，AGC(自动增益)，

AE（自动曝光）；支持隐私区域；正常/90°/270°图像旋转；自动、手

动彩转黑等多种切换

音视频编码

编码格式
H.265 Main Profile 编码；

H.264 Beseline/ 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编码

图

像

分辨

率

主码流

256×1920, 15 帧/秒

2592×1520, 20 帧/秒

2048×1536, 25 帧/秒

子码流
704*576, 15-25 帧/秒

640*480, 15-25 帧/秒

视频码率 32Kbps-16Mbps 连续可调，支持 CBR/VBR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码流信息叠加，叠加位置可调

数据传输及存储

数据存储 视频、图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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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机制 手动、自动（循环、定时、报警开关量、移动侦测）

报警机制 FTP、E-mail 电子邮件、浏览器、管理软件

支持协议 TCP/IP,UDP,HTTP,DHCP,RTSP,DDNS,NTP,PPPOE,UPNP,SMTP,ONVIF

接入标准 ONVIF 协议；SDK

智能分析 目标计数，物品遗留/丢失，区域检测，越界检测

客户端浏览 支持 IE6.0 及以上浏览器浏览，支持 8 用户并发访问（MAX）

P2P 远程监控
AEeye2.0 支持 iPhone、iPad、Android 系统智能手机

支持 Windows 7 及以上电脑客户端, 支持苹果 MAC 电脑客户端

其他 支持走廊模式，增加纵向狭长环境下监控区域

接口

网络接口 RJ45，10M/100M 网络自适应

一般规范

工作温度/湿度 -20°C ~ 55°C/0﹪-90﹪

防护等级 IP66

电源 DC12V /POE

功耗（最大） <10W

尺寸(mm)
机器：88(W)×70(H)×142(L)mm；

含包装：235mm(长)*131mm(宽)*100mm(高)

重量/台（g) 净重：298g；含包装：423g

周转箱 30 台一箱。尺寸：675mm(长)*490mm(宽)*320mm(高) 重量：13.7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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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分析主机

分析主机采用 ARM + DSP 的硬件架构，Linux 系统，小型化设计，能够灵活

多变的配置各种集成算法，可同时分析 8、16、32 路现有的视频图像，对于人员

入井、货动车辆进出厂门、运输状态、人员不带安全帽、脱岗等违章情况，巷道

烟雾、涌水、片帮冒顶等进行识别，输出报警信号到流媒体服务器。

视频智能识别分析装置

AI 芯片 内置国产 NPU 芯片

AI 算力 20 TOPS INT8 峰值计算能力

视频输出 2路 HDMI，1 路 VGA

音频输出 1路，RCA 接口（线性电平，阻抗：1kΩ）

语音对讲输入 1个，RCA 接口（电平：2.0Vp-p，阻抗：1kΩ）

网络接口 4个，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USB 接口 2个 USB 3.0

智能分析
支持人员检测、货运车辆检测、运输状态检、测摄像头遮挡检测

和摄像机挪动角度识别、人数统计、车辆统计

5.5 矿山流媒体服务器

矿山流媒体服务器是电子封条系统中每个矿的核心设备，是国家矿山局智能

监控平台与矿山 AI 设备之间的桥梁。矿山 AI分析装置和 AI 摄像仪在分析到报警

信号后将报警信号、报警图片上报到矿山流媒体服务器，流媒体服务器根据报警

信号的类型进行分类并按规则生成图片文件名通过 FTP协议上传到国家矿山局

的智能管控平台和 FTP服务器。同时，对于需要上传录像的报警类型，矿山流媒

体服务器会本地生成 MP4录像文件并上传到国家矿山局的 FTP 服务器。

矿山流媒体服务器同时具备实时流转发功能，将矿山的所有摄像仪的实时画

面通过 RTSP和 RTMP协议，将实时视频转发并上传到国家矿山局的流媒体服务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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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国家矿山局设备

1 智能平台管理服务器 台 1

国家矿山局平台

配置

2
电子封条系统管理软件（局

端）
V1.0 套 1

3 流媒体服务器 台 1

系统参数

通道接入 100路

录像分辨率

12MP/8MP/7MP/6MP/5MP/4MP/3MP/1080p/UXGA/720p/VG

A/4CIF/DCIF/2CIF/CIF

/QCIF

盘位 4个SATA接口

单盘容量 最大支持10TB

视音频输入

输出接口

视频输出 1 路 HDMI

网络接口 2 个，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串口 1 个，标准 RS-232 串行接口

USB 接口 2 个 USB 2.0（前置），2个 USB 3.0（后置）

功能

报警接收 接收 AI 分析装置和 AI 摄像仪上传的报警信号

报警上传 将报警信号、图片以及录像文件进行上传。

本地存储 本地存储报警信号、图片及录像。

实时流转发 实时转发矿上摄像仪视频流到服务端。

其他

LCD 屏 无

电源 100VAC～240VAC，550W，单电源

工作温度 工作：0℃～50℃， 储藏：-10℃～70℃

工作湿度
工作：10%～90%RH（无结冰、无凝露）， 储藏：5%～

90%RH（无结冰、无凝露）

机箱 4U 机箱

尺寸 482×500×178（mm）

重量（不含硬盘） ≤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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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TP服务器 台 1

矿山设备

1 智能平台管理服务器 台 1 每个矿山配一台

2
电子封条系统管理软件（矿

端）
V1.0 套 1 每个矿山配一台

3 分析主机 台 ≥1

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4 高清红外摄像仪 台 ≥1

5 本安型摄像仪 台 ≥1

6 本安型 AI 摄像仪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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