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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出矿量是矿山企业制定生产计划的一个重要指标，而目前绝大多数地下矿山采用人工清点载矿矿
车数的方式估算出矿量，该计量方式存在估算误差大等缺点，严重影响了矿山企业生产计划的合理制定。
本文采用图像识别与密度模型建模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矿石堆图像信息进行三维重建形成体积模型，构
建了一个图像特征—密度库，设计并开发了一套基于图像识别的井下机车载矿量计量系统。经现场反复

试验证明，该计量系统运行稳定可靠，机车载矿量计算误差小于 5%，较好地解决了目前矿山企业出矿量估
算不准确的问题，提高了出矿量计算的准确度，为矿山企业制定生产计划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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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矿山生产管理要求作业计划编制必须满
足精细化、准确化和快速制定等需求（李国清等，

2017），而作业计划编制主要是根据矿山的出矿量，
因此编制生产作业计划时必须要获取准确的出矿

广泛应用于矿业领域（杜培军等，2012；陈绍杰等，
2011；张泽琳等，2013）。目前，已有学者将图像分

析应用于矿石计量上。如：通过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分析传送皮带上的矿石图像，计算皮带上的矿石量

量。井下工矿电机车是重要的运输设备（杨锦涛，

（张建立等，2020；贺杰等，2020；田甜，2011）。Sun

为装载工具，将矿石与围岩运至地表，采用粗放的

的矿用汽车矿石装载量检测模型，该模型适用于露

2019），目前绝大部分地下矿山采用载矿电机车作
人工计量方式（派遣专员在现场数运矿机车的载矿
矿车数），并根据矿车的核载量估算出矿量（杨文龙

等，2019）。当前矿石计量方式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et al.（2021）介绍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和图像识别

天 矿 山 。 在 矿 石 智 能 分 选 方 面 ，Baklanova et al.

（2016）介绍了矿物岩石图像识别方法和算法的发
展，描述了用于确定岩石成分、颜色和形状的聚类

仅仅以清点载矿矿车数来估算载矿量，导致年累积

和形态分析算法；也有学者介绍了基于机器视觉的

出矿量相差较大，无法掌握真实的出矿数据，造成

黑钨矿石智能分选机，该分选机对矿石图像进行灰

矿山企业无法准确编制生产作业计划；安排计量工

度化和降噪预处理，设置阈值分析矿石含钨量筛选

人在井下放矿点附近工作，安全风险大且增加了矿
山企业生产成本。

出脉石（戴昌璐，2020；肖继伟，2019；王芳，2020）。
王李管等（2020）介绍了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黑钨

为解决上述问题，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以及

矿图像识别选矿方法，该方法具有收敛快速、所需

开展矿山企业现场调研，了解到图像分析技术已被

数据集小和分类准确的优点。第旺平等（2021）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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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了智能光电选矿机的设计原理及应用场景，根据

相机设置在触发模式的工作状态下，可以实现“车

矿石的表面特征差异、解离度可选用不同的选矿技

来拍照、车离不拍”的功能。该系统实现了车次区

术。Zheng et al.（2015）介绍了一种基于机器视觉系
统的井下煤矸石气力分选系统，推导了煤矸石气力
分选的理论距离公式。在矿山智能装置方面，郭毅
等（2021）介绍了一种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矿石结
底智能清理装置，采用 Canny 算子边缘检测算法确

定矿车轮廓的位置。Patel et al.（2019）介绍了一种皮

带传输过程中的铁矿石品位在线预测机器视觉系
统，以支持向量机回归（SVR）作为选择图像特征最

分、非接触式称重、实时观测、生产数据记录以及
“车来拍照、车离不拍”等功能，可以满足矿山的日
常生产管理需求。
井下机车载矿量计量系统主要是由数据采集
与传输系统、矿车计数系统、基于图像信息矿石堆
不规则表面三维重建系统和载矿量实时监测系统
等组成，系统结构如图 1 所示。

优集的准则函数，提出了一种序贯前向浮动选择

（SFFS）算法。Xu et al.（2020）介绍了基于机器视觉
的巷道变形实时监测方法和系统，岩石实时图像由

机器自动采集，以围岩变形量、速度和加速度作为
动态预警指标，对巷道动态变形进行实时监测。
结合前人研究工作，目前利用矿石图像进行三
维重建获取其体积的技术主要应用于皮带传送矿
石和露天矿卡车运送矿石中，而对于井下机车运送
矿石并未见相关报道。由于皮带运送矿石时，矿石
是均匀平铺在皮带上的，且矿石密度是一个定值，
因此无需分割图像而只需计算矿石体积即可得到
矿石重量。然而，当机车运输矿石时，矿石是由矿
车装载的，每个矿车装载的矿石量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机车计量系统需要分割出每个矿车图像，采集
大量样本进行训练，获取不同情况下的矿石图像特
征，进而构建图像特征数据库，以便对后续采集的
图像信息进行匹配。综上所述，机车计量系统的关
键技术在于矿车分割及采集样本训练系统构建图

Fig.1

井下机车载矿量计量系统结构图

Structural diagram of underground vehicle
mine-loading measurement system

其中，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是以深度相机为图
像采集工具，能够同时获取目标矿车的深度图像和
RGB 彩色图像（汪钇鑫，2016）。数据通过光纤以太

网进行传输。矿车计数系统是对数据采集与传输
系统所采集传输而来的图像序列中的 RGB 彩色图

像进行分析，识别其中的矿车图像并进行矿车计

像特征数据库。鉴于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图像识别

数。基于图像信息矿石堆不规则表面三维重建系

与密度模型建模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机车计量系统，

统是对当前车次图像序列中矿车的深度图像进行

通过对矿石堆图像信息进行三维重建形成体积模

三维重建，从而构建三维模型（张豪等，2021；梁乐，

型，构建了一个图像特征—密度库，设计并开发了
一套基于图像识别的井下机车载矿量计量系统，该
系统已成功应用于江西某钨矿。

2019），并计算矿车体积，结合轨道衡复核称重生成
密度模型库。与此同时，对该矿车的 RGB 彩色图

像 进 行 分 析 并 提 取 相 应 的 特 征 向 量（王 君 等 ，

系统原理及结构

2021），可以与密度模型库生成一个图像特征—密

本研究开发的基于图像识别的井下机车载矿

于图像信息矿石堆不规则表面三维重建系统所返

量计量系统，通过深度相机同时获取目标矿车的深

回的矿车重量，并将该重量与矿车计数系统所返回

度图像和彩色图像，再通过开发的软件对深度图像

的矿车计数相关联，最终得出当前车次的载矿量并

进行处理，并拟合计算出目标矿车的载矿量。深度

实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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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硬件
系统硬件主要由相机集成装置和搭载系统的

计算机组成，用于获取并分析目标矿车的图像，从
而得到矿车载矿量数据。
2.1

相机集成装置

考虑到井下环境湿度较高（湿度在 90% 以上），

为了防止设备出现电子元器件短路问题，特设计

一个较为简单的相机集成装置，如图 2 所示。该装

系统构建
本系统开发的软件主要是依托 Qt 应用程序开

发框架以及相机自带的 SDK 开发库进行联合开发。
系统通过软件显示界面实时观测矿车的运行状态、
读取矿车的载重情况和当天的出矿量，并将生产数
据存储在后台。
3.1

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
数据采集与传输系统主要由深度相机、传感器

置主要由箱体、补偿灯、深度相机、开关电源和光纤

和数据传输模块组成。由于电机车是在固定轨道

收发器组成。由于装置安装在巷道顶部，相机是垂

上带动矿车低速运行，因此在运动矿车上方选择一

直向下拍摄的，所以需要在装置下方 4 处开一个窗
口，用于相机拍照，并放置一面透光率在 90% 以上

的玻璃板用于隔离外部潮湿环境，且玻璃板不会对
相机的成像质量产生影响。另外，由于井下环境较
为昏暗，需要对现场环境进行补光处理（李和仙，
2020），因此在装置的两翼增加 2 个 LED 灯管用于
灯光补偿。

个固定点安装深度相机，当矿车在轨道上运行至摄
像机下方时，采集矿车内矿石的深度图像进行三维
重建。为了满足系统对于采集图像的要求，设计选

用图漾工业 FM 850-GI-E1 型工业三维智能相机，
相机主要参数如下：
测距范围 0.5~8 m，
输出深度图像

1 120×920pixel@26fps，输 出 彩 色 图 像 1 280×960

pixel@26fps，防 尘 放 水 结 构 达 到 IP65 防 护 等 级 。
图 3 所示为矿车三维重建时深度相机与矿车的相
对位置示意图，深度相机置于矿车的正上方，便于

拍摄运动矿车的深度图像。深度图像数据通过光
纤以太网传输至上位机以进行系统分析。

图2
Fig.2

相机集成装置

Camera integration device

1-补偿灯；2-灯架；3-灯板；4-透明板；5-支撑板；6-开关电源；
7-深度相机；8-光纤收发器；9-箱体；10-支架；11-电源接口；
12-网线接口；13-光纤转换接口

2.2

搭载本系统的计算机
考虑到井下环境恶劣，现场湿度大且震动频

繁，设计选用研华 PPC-3120S 工业平板计算机搭载

本计量系统，从而确保系统能够高效、稳定运行。

图3
Fig.3

矿车与深度相机的安装示意图

Installation diagram of hopper and depth camera

计算机的主要硬件参数如下：嵌入式 Intel Celeron

3.2

IP65；计算机主要软件环境：Windows 7 Ultimate sp1

个点到垂直于左红外镜头光轴并通过镜头光心（深

处理器、板载四核 N2930 1.83GHz，前面板防护等级
操作系统，Microsoft .NET Framework4.5 框架。

矿石体积计算方法
深度图像中的单个像素值是空间中物体的某

度相机光学零点）平面的垂直距离，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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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图是深度相机视野内所有点的深度数据构成
的矩阵，是一个 16 bit 位深的单通道矩阵，单位为
mm，没有深度信息的点值为 0。

s，被测物体表面上任意一点坐标为（X，Y，Z），被测
对 象 的 体 积 可 表 示 为 V=∫zds。 测 量 时 ，可 分 别 在

x 方向和 y 方向取步距为 Δx、Δy，则在 x 方向上取

m 个点，y 方向上取 n 个点。深度相机的深度信息反
映的是相机到物体表面的距离，而非物体自身的高
度，需要进行预处理。由于相机固定在一个位置且
矿车的规格是一致的，设相机到被测物体底部的垂
直距离为 H，则 H 为一定值。由深度相机测得的每
一个点的深度信息为 hi，（i=1，
2，…，n），则被测物体
j

表面每一个点的高度值为 Zi，j=H－h（i=1，
2，…，m；
ij
j=1，2，…，n），被测物体表面某一点的体积为 ΔV=
Zi，jΔxΔy，总体积可表示为
V=

图4
Fig.4

下连续拍摄的，其成像效果如图 5 所示。由于相机

是在机车运行过程中连续拍摄的，必然会出现多个
矿车在一张图像中的情况。为了准确获取矿车信
息，系统先对一个完整的空矿车图像做边缘检测，
提取其特征并存入系统中；然后对拍摄到的一系列
图像进行边缘检测，提取特征值，用这个特征值去
匹配之前得到的完整空矿车的特征值，当特征值匹
配成功，即认定其对应的图像是有效图像，系统会
对有效图像做进一步处理。
本系统采用微元法进行体积计算（王耀革等，

2020；叶 正 麟 等 ，2020；李 兴 东 等 ，2021；张 健 ，
2017）。设矿车载矿物表面在端平面的投影区域为

图5
Fig.5

No.1

（1）

到矿车底部的垂直高度；Δxi 为被测物体表面某一

Depth map definition

Vol.30

Z i，j Δx i Δy j

式中：V 为被测物体的体积；Zi，j 为矿石表面某一点

深度图定义

在现场试验中，相机是安装在巷道顶部垂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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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 x 方向上的步距；Δyj 为被测物体表面某一点在
y 方向上的步距。

系统提取深度图像双边的深度值计算出左、右
横三棱柱的高。沿着 y 方向微分，每一个微元可看
成一个三角片，其体积可表示
α
2
ΔV = Δy*Z i，
（2）
j* tan
2
式中：ΔV 为被测物体表面某一点的体积，Δy 为该点
在 y 方向上的步距；α 为矿车左右斜面与水平底面
所成的夹角。
对于左、右横三棱柱，其高在深度图像上对应
为 Z (1，j ) 和 Z (m，j ) 处，那么左、右 2 个横三棱柱的
体积可表示为
V 左右 =

∑

i = 1，⋯，m
j = i，⋯，n

2
Δy*Z i，
j* tan

矿车图像效果图

Effect diagram of mining vehicle image

α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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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矿石的轨道衡称重，计算每车矿石密度 ρ；最后，

则矿车所载矿物的体积可表示为
V矿 =

3.3

∑

i = 1，⋯，m
j = i，⋯，n

Z i，j Δx i Δy j -

∑ Δy*Z

i = 1，⋯，m
j = i，⋯，n

* tan

2
i，j

α
2

（4）

对矿车的 RGB 图像进行分析，提取相应的特征向

量，并与矿石密度 ρ 生成一个图像特征—密度库。

载矿量实时监测系统

当矿车经过载矿量实时监测系统时，系统将根据矿

载矿量实时监测系统如图 6 所示。系统对当

车内矿石堆的图像特征自动匹配矿石密度值 ρ，并

前车次图像序列中矿车的深度图像进行三维重建，

计算该矿车内矿石的体积 V，从而计算得到该矿车

构建了其三维模型，并计算矿石体积；然后根据每

内矿石的质量 M=ρV。

图6
Fig.6

4

载矿量实时监测系统界面

Interface of real time monitoring system of ore loading

现场试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井下机车载矿量计量系统运行的稳

定性和机车载矿量计算的准确性，选择在江西某钨

矿井下进行现场试验。试验分为 2 个部分：第一，
采集大量的矿车载重数据与其对应的图像，构建图

像特征—密度库，建立机车载矿量计量系统；第二，
进行现场试验，对比由计量系统计算得到的载矿量
和由轨道衡称重得到的载矿量，从而验证本文所建
系统计算的准确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稳
定性。
4.1

采集数据

本次试验中每一列机车牵引 8 个矿车，试验共

静态轨道衡称量各空矿车的重量后计算得出空矿
车平均重量为 728 kg。

平均密度值可以根据密度公式计算得到，矿石

重量通过静态轨道衡称重获得，矿车的载矿体积通
过深度图像计算获得。经轨道衡称重获得的矿车
总重量和由深度图像计算得到的载矿体积及对应
的平均密度值，如表 1 所示。

将采集到的 240 组数据的平均密度值绘制成

折线图（图 7），可以发现矿车内矿石堆的平均密度
值在（1.0~3.0）×103 kg/m3 之间。
4.2

构建图像特征—密度库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矿车载矿物的平均
密度与矿车上表面的矿石空间分布有一定的关系

采集 30 列机车，共计 240 个矿车。每个矿车的规格

（张泽琳等，2013），因此本系统利用深度学习的方

空载时有重量差异（张小牛，2016）。本次试验以各

石空间分布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大量的训练样本

是一致的，但由于各矿车的矿石结底量不同导致其
个空矿车重量的平均值代替空矿车的额定重量，经

法去寻找矿车载矿物的平均密度与矿车上表面矿
对系统进行训练，可得到一个可靠的图像特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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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矿车总重量、矿石体积及平均密度
Table 1 Total weight，ore volume and average density
of partial mining vehicle
矿车总重量/kg

矿石重量/kg

矿石体积/m

1 760

1 032

0.841

1 795

1 067

0.868

1 795

1 067

1 866

0.531

1 138

1 973

0.811

1 245

1 973

0.620

1 245

1 973

0.698

1 245

1 973

0.656

1 245

1 890

0.744

1 162

1 890

0.640

1 162

1 970

0.653

1 242

1 970

0.738

1 242

1 989

0.757

1 261

2 112

0.475

1 384

2 042

0.851

1 314

平均密度

（
/ ×103 kg·m-3）

0.871

1 138

1 866

3

0.816

使得系统运行缓慢，因此，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图

像数据进行降维筛选（令晓明等，2021；张爱华等，
2018；任智伟等，2018；杨博雄等，2019），保留图像
的主要特征信息。

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图像特征的步骤如下：

1.227
1.224
1.229

（1）图像去中心化，各个像素点减去图像像素
点的平均值；

2.142

（2）计算协方差矩阵；

1.404
2.009
1.783
1.898

（3）通过奇异值分解法计算协方差矩阵的特征
值和特征向量；
（4）对特征值从大到小进行排序，选择其中最

1.673

大的 k 个特征值，然后将其对应的 k 个特征向量分

1.780

（5）将图像数据转换到 k 个特征向量构成的新

1.814

别作为列向量，组成特征向量矩阵；

1.683

的空间中。

1.640
2.653
1.626
1.611

为了便于查看，使用图像文件名代替一张图
像，与对应的矿石平均密度构建一个图像特征—密
度库，部分对应关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部分图像文件名与平均密度对应关系
Table 2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al
image file names and average density
图像文件名
2020-11-13-09-37-58-887_RGB.png
2020-11-13-09-38-02-599_RGB.png
2020-11-13-09-38-02-789_RGB.png
2020-11-13-09-38-33-286_RGB.png
2020-11-13-09-38-36-077_RGB.png
2020-11-13-09-38-41-159_RGB.png
2020-11-13-09-38-42-699_RGB.png

图7
Fig.7

矿车内矿石堆的平均密度折线图

Line graph of average density of ore heap
in mining vehicle

2020-11-13-09-38-46-571_RGB.png
2020-11-13-09-38-53-163_RGB.png
2020-11-13-09-38-58-121_RGB.png
2020-11-13-09-38-59-648_RGB.png

度库。
图像特征—密度库主要包含 2 种信息：一是矿

石图像的 RGB 特征；二是矿石密度值，二者是一一

对应的关系。系统先对采集的矿石图像进行处理，
获取 RGB 特征，再将 RGB 特征与图像特征—密度

库进行数据比对，找到最为接近的特征值及其对应
的矿石密度值，这样就能得到当前矿石堆的密度
值。如果直接进行图像比对，由于数据量过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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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3-09-39-08-730_RGB.png
2020-11-13-09-53-39-621_RGB.png
2020-11-13-09-53-50-114_RGB.png
2020-11-13-09-54-03-006_RGB.png

4.3

平均密度/（×103 kg·m-3）
1.227
1.224
1.229
2.142
1.404
2.009
1.784
1.898
1.674
1.815
1.781
1.684
1.640
2.653
1.626
1.611

试验结果对比分析
本次试验部分计量系统测量结果与轨道衡称

重结果对比如表 3 所示，其中重量均是去除空矿车
重量后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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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分计量系统测量结果与轨道衡称重结果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between measurement results of
partial metering system and weighing results of track scale

减小。
（3）由于各个矿山的矿石性质存在一定的差
异，矿石的密度和形态不尽相同，因此该计量系统

矿石体积

计量系统测量结果

轨道衡称重结果

相对误差

0.787201

1 215

1 144

6.21

可推广应用至其他矿山。

0.424592

1 022

1 088

6.28

-6.07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099

6.07
5.55

Baklanova O E，Baklanov M A，2016. Methods and algorithms

/m3

0.726966
0.769064
0.749307
0.742111
0.787205
0.792787
0.475387
0.851379
0.815518
0.797762
0.848525
0.816821
0.846212
0.863180

/kg

1 167
1 101
1 160
1 161
1 094
1 230
1 159
1 506
1 259
1 114
1 404
1 385
1 439
1 414

/kg

1 098
1 038
1 097
1 032
1 167

/%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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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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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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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21
1 182
1 331
1 356
1 348

4.06
4.90

表 3 中计量系统测量结果与轨道衡实际称重

结果的相对误差小于 3%，其他试验测量结果相对

误差小于 5%，试验结果表明该计量系统运行稳定
可靠，载矿量计算误差小于 5%。

5

在修改相应参数、重新采集大量样本进行训练后，

结论
针对目前大部分矿山企业采用人工清点载矿

矿车数估算出矿量的计量方式，本文开发了一套适
用于矿山企业的基于图像识别的井下机车载矿量
计量系统。

na Metal Bulletin，
（11）：187-188.
technology of intelligent photoelectric dressing equipment
［J］. Nonferrous Metals：Mieral Processing Section，
（1）：
117-121.
Du Peijun，Liu Sicong，Zheng Hui，2012.Land cover change de‐
tection over mining areas based 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J］.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41（2）：262-267.
Guo Yi，Wu Fuji，Zhong Yi，et al，2021.Research on intelligent
cleaning device for bottom of tipping-type car based on im‐
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J］. China Tungsten Industry，36
（2）：76-80.
He Jie，Wang Guimei，Liu Jiehui，et al，2020.Volume measure‐
ment of coal volume on belt conveyor based on image pro‐
cessing［J］.Acta Metrologica Sinica，41（12）：1516-1520.

（1）该计量系统首先使用深度相机获取大量目

Li Guoqing，Li Bao，Hu Nailian，et al，2017.Optimization mod‐

标矿车的深度图像和彩色图像，然后对获取到的图

el of mining operation scheduling for underground metal

像进行三维重建，生成图像特征—密度库。系统运

mines［J］.Chinese Journal of Engineering，
39（3）：
342-348.

行时，首先拍摄目标矿车的图像，采用微元法计算

Li Hexian，2020. Microscopic measurement and refreshing de‐

其体积并提取特征值，然后将特征值与图像特征—

vice for CCD camera［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密度库进行匹配，得到当前矿车内矿石的密度值，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tural Sciences Edition），22

进而计算出矿石的重量。
（2）经现场反复试验，该计量系统的载矿量计

算误差小于 5%，能够较好地解决目前矿山企业面

临的出矿量估算问题。该计量系统载矿量计算误
差随着图像特征—密度库样本数的增加而逐渐

（2）：93-96.
Li Xingdong，Zhang Rui，2021.On differential element method
and its principle［J］. Studies in College Mathematics，24（1）：
80-83.
Liang Le，2019.Research on Measurement Method of Irregular
Object Volume Based on Binocular Stereo Vision［D］.Xi’

2022 年 2 月

第 30 卷·第 1 期

137

采选技术与矿山管理

an：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ing Xiaoming，Guo Ruixin，Liu Guangting，et al，2021.Pedes‐
trian detection research based on multi-feature cascade of
PCA dimension reduction［J］.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43（3）：32-34，76.

locomotive［J］.World Nonferrous Metals，4（4）：234，236.
Yang Wenlong，Ma Baoliang，Chen Chen，2019. A method of
measuring the ore carrying capacity of hopper based on

Patel A K，Chatterjee S，Gorai A K，2019.Development of a ma‐

depth camera［J］.China Tungsten Industry，34（6）：69-74.

chine vision system using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

Ye Zhenglin，Lin Wei，2020. Application of the differential ele‐

gression（SVR）algorithm for the online prediction of iron

ment method in some integral problems［J］.Studies in Col‐

ore grades［J］.Earth Science Informatics，12（2）：197-210.

lege Mathematics，23（4）：32-37.

Ren Zhiwei，Wu Linda，2018.Feature Extraction for hyperspec‐

Zhang Aihua，Tang Tingting，Wang Weiwei，et al，2018. A fast

tral images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m‐

fractal image compression algorithm based on principal

proved by information quantity［J］.Journal of Sichuan Ord‐

component［J］. Compute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nance，39（7）：151-154.

28（5）：77-80，85.

Sun X Y，Li X R，Xiao D，et al，2021.A method of mining truck

Zhang Hao，Zhang Qiang，Li Yongxiang，et al，2021. Research

loading volume detec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nd image

on 3D model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deep learning［J］.Jou-

recognition［J］.Sensors，21（2）：635.

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

Tian Tian，2011. Coal Petrography Analysis and Coal Pile Vol‐
ume Measurement Based on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D］.Taiyuan：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ang Fang，2020. Research on Primary Selection System of
BlackTungsten Ore Based on MachineVision［D］.Ganzhou：
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ng Jun，Pu Lei，He Xinyu，et al，2021. Multiple biological

tions（Natural Science Edition），33（2）：289-295.
Zhang Jian，2017.Application of the differential element method
in the volume calculation for the rotating bodies［J］. Col‐
lege Mathematics，33（4）：104-110.
Zhang Jianli，Ye Pingkun，Sun Shenshen，2020.Detection of ore
granularity based on morphological image processing［J］.
Machinery Design and Manufacture，4（3）：68-71.

features recognition algorithms of underground coalmine

Zhang Xiaoniu，2016.Design of cleaning car bottom car hydrau‐

sign-in system［J］.Bulleti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37

lic control system in screw type［J］. Development & Inno‐

（3）：44-49.

vation of Machinery & Electrical Products，29（4）：102-

Wang Liguan，Chen Sijia，Jia Mingtao，et al，2020. Beneficia‐

103，22.

tion method of wolframite image recognition based on deep

Zhang Zelin，Yang Jianguo，Su Xiaolan，et al，2013.Estimation

learning［J］.The Chinese Journal of Nonferrous Metals，30

of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coarse coal pile by image analysis

（5）：1192-1201.

［J］.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Wang Yaoge，Zhang Dongyan，Zhang Ning，2020. Differential
element method for definite integrals［J］.Studies in College
Mathematics，23（6）：7-9，20.

42（5）：851-858.
Zheng K H，Du C L，Li J P，et al，2015.Underground pneumatic
separation of coal and gangue with large size（≥50 mm）in

Wang Yixin，2016.Application of depth-image processing in ve‐
hicle identification［J］. Value Engineering，35（25）：236238.

green mining based on the machine vision system［J］.Pow‐
der Technology，278：223-233.
陈绍杰，李光丽，张伟，等，2011. 基于多分类器集成的煤矿

Xiao Jiwei，2019. Research and Design of Black Tungsten Ore
Intelligent Sorting System Based on Machine Vision［D］.
Changsha：Hunan University.
warning of surrounding rock dynamic deformation and fail‐
ure in deep roadway based on machine vision method［J］.
Measurement，149：107028.
ity reduction of image features extracted by deep learning

No.1

273-278.
合运用探索［J］. 中国金属通报，
（11）：187-188.
第旺平，吴志虎，2021. 智能光电选矿预选抛废技术研究及
应用［J］. 有色金属（选矿部分），
（1）：117-121.
杜培军，柳思聪，郑辉，2012. 基于支持向量机的矿区土地覆

Yang Boxiong，Yang Yuqi，2019.Applying PCA to dimensional‐

Vol.30

区土地利用遥感分类［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40（2）：
戴昌璐，2020.XRT 射线及图像智能选矿机在黑钨矿山的综

Xu J K，Wang E Y，Zhou R，2020. Real-time measuring and

138

［J］.Computer Systems & Applications，28（1）：279-283.
Yang Jintao，2019.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ine electric

Feb.，2022

盖变化检测［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41（2）：262-267.
郭毅，吴富姬，钟毅，等，2021. 基于图像识别技术的翻斗式

张钰鹏等：基于图像识别的井下机车载矿量计量系统

矿 车 结 底 智 能 清 理 装 置 研 究［J］. 中 国 钨 业 ，36（2）：
76-80.

1192-1201.
王耀革，张冬燕，张宁，2020. 微元分析法探究［J］. 高等数学

贺杰，王桂梅，刘杰辉，等，2020. 基于图像处理的皮带机上
煤量体积计量［J］. 计量学报，41（12）：1516-1520.

研究，23（6）：7-9，20.
肖继伟，2019. 基于机器视觉的黑钨矿石智能分选系统研究

李国清，李宝，胡乃联，等，2017. 地下金属矿山采掘作业计
划优化模型［J］. 工程科学学报，39（3）：342-348.

与设计［D］. 长沙：湖南大学 .
杨博雄，杨雨绮，2019. 利用 PCA 进行深度学习图像特征提

李和仙，2020.CCD 相机的微距测量补光装置设计［J］. 重庆
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2（2）：93-96.

取后的降维研究［J］. 计算机系统应用，28（1）：279-283.
杨锦涛，2019. 矿山工矿电机车研究与发展［J］. 世界有色金

李兴东，张睿，2021. 关于微元法及其原理的探讨［J］. 高等数
学研究，24（1）：80-83.

属，4（4）：234，236.
杨文龙，马保亮，陈辰，2019. 基于深度相机的矿斗载矿量的

梁乐，2019. 基于双目立体视觉的不规则物体体积测量方法
研究［D］. 西安：西安理工大学 .

测量方法［J］. 中国钨业，34（6）：69-74.
叶正麟，林伟，2020. 微元法在一些积分问题中的应用［J］. 高

令晓明，郭锐辛，刘光廷，等，2021. 基于 PCA 降维的多特征
级 联 的 行 人 检 测 研 究［J］. 制 造 业 自 动 化 ，43（3）：32-

等数学研究，23（4）：32-37.
张爱华，唐婷婷，汪玮玮，等，2018. 基于主成分特征的快速

34，76.

分形图像压缩算法［J］. 计算机技术与发展，28（5）：77-

任智伟，吴玲达，2018. 基于信息量改进主成分分析的高光
谱图像特征提取方法［J］. 兵器装备工程学报，39（7）：

80，85.
张豪，张强，李勇祥，等，2021. 基于深度学习的三维模型重

151-154.

构研究［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3（2）：

田甜，2011. 基于图像处理技术的煤岩分析及煤堆体积测量
［D］. 太原：太原理工大学 .

289-295.
张建立，叶平坤，孙深深，2020. 形态学图像处理下的矿石粒

汪钇鑫，2016. 深度图像处理在车辆识别中的应用［J］. 价值
工程，35（25）：236-238.

度的检测［J］. 机械设计与制造，4（3）：68-71.
张健，2017. 旋转体体积计算中的微元法思想应用［J］. 大学

王芳，2020. 基于机器视觉的黑钨矿石初选系统研究［D］. 赣
州：江西理工大学 .

数学，33（4）：104-110.
张小牛，2016. 螺旋式清理矿车结底车液压控制系统的设计

王君，蒲磊，何新宇，等，2021. 多生物特征融合的矿井人员
身份识别［J］. 科技通报，37（3）：44-49.

［J］. 机电产品开发与创新，29（4）：102-103，22.
张泽琳，杨建国，苏晓兰，等，2013. 基于图像分析的粗粒煤

王李管，陈斯佳，贾明滔，等，2020. 基于深度学习的黑钨矿
图 像 识 别 选 矿 方 法［J］. 中 国 有 色 金 属 学 报 ，30（5）：

堆 密 度 组 成 估 计［J］. 中 国 矿 业 大 学 学 报 ，42（5）：
851-858.

Mine-Loading Measurement System of Underground Locomotive Based on
Image Recognition
ZHANG Yupeng，WU Fuji，GUO Yi

Nonferrous Metal Mining and Metallurgy Equipment Work Design Center， Ganzhou Nonferrous Metallurgy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Ganzhou

341000，Jiangxi，China

Abstract：The ore yield is an important standard for mining enterprises to formulate production plans. At
present，the vast majority of underground mines estimate ore yield by manually counting the number of ore
carrying vehicles.The measurement error is large，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enterprises to formulate production
plan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large measurement error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ore yield
estimation，a set of underground machine on-board ore yield measurement system based on image recognition
was designed and developed in this paper.In this paper，the method of image recognition combined with density
model modeling was used to form a volume model through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ore pile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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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and an image feature density library was built to form a complete set of underground machine onboard ore quantity measurement system. The system collects the internal image of the locomotive ore bucket
through the depth camera，then extracts the feature information of the image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image
feature density library to obtain the density of the ore in the current ore bucket，and then generates a volume
model from the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to calculate the volume of the ore pile，and
calculates the product of the volume and density of the ore pile to obtain the weight of the ore pile. The field
repeated tests show that the metering system operates stably and reliably，and the calculation error of locomotive
ore load is less than 5%. It solves the problem of ore yield estimation in mining enterprises，improves the
calculation accuracy of ore yield，and brings detailed and reliable data for enterprises to formulate production
plans.
Key words： image recognition；3D reconstruction；density model；measurement system；underground
locomotive；ore yield

生态环境部：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括为：抓好两条主线，守住一个底线，突出两个抓

和新污染物治理

手。在两个主线中，一个就是对从固体废物，特别

3 月 30 日，生态环境部召开 3 月例行新闻发布

是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转移到利用处置强化

会，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任勇介

全链条环境监管。另一个主线就是对有毒有害化

绍，今年乃至“十四五”一段时间内，固体废物与化

学物质强化全生命周期环境风险管理。

学品环境管理工作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做到四个“坚持”。
任勇表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一头连着减污，

一库一品一重’的生态环境风险这条‘底线’。突出

一头连着降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

两个抓手，一个是新污染物治理，一个是‘无废城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任务。努力让城

市’建设。这样，确保我们全面完成深入打好污染

乡“无废”、环境健康安全是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防治攻坚战意见和‘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所

的重要方面。

确定的有关工作任务。持续提升固体废物与化学

任勇指出，2022 年是全面落实“十四五”生态环
境保护各项决策部署的关键之年，固体废物与化学

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任勇说。
在介绍工作的目标要求时，任勇表示，可以概

品环境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落实全国生态

括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助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安排部署，把握一个“总基调”，

维护健康安全。首先，要有效防控固体废物和有毒

做到四个“坚持”。总基调就是坚持稳中求进的工

有害化学物质环境污染，拓展和延伸深入打好污染

作总基调，四个“坚持”即坚持更加突出精准、科学、

防治攻坚战的广度和深度，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依法治污的工作方针，坚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减

改善；其次，充分发挥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工作原则，坚持打牢基础、

害化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方面的重要作用，助推绿

健全体系、严守底线、防控风险、改革创新的工作

色低碳循环发展；第三，有效防控生态环境风险，切

思路，坚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系统推进的工作

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以优异成绩

方法。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对于重点工作任务的安排，任勇介绍，可以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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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守住一条‘底线’，就是要严守危险废物、
尾矿库、化学品、重金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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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