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车模拟器

“ 在使用昂贵的机车运输巨大载荷

时，操作员需要尽可能安全和高
效地操作。”
> 物理精确的车辆驾驶室

实习操作员在高精度复制的驾驶室内执行装载、运输和倾倒等
所有任务。座位周围布置了功能齐备的控制装置，包括操纵
杆、转换器、仪表、操作杆和踏板。车辆的功能可以定制，以
匹配客户的 OEM 设备，获得更高的模拟精确度。

外观和感觉逼真的模拟车辆
地下采矿环境复杂而又多变，在这样的环境下操作机
车，要求通过强化训练来磨练技能。为达到这种训练
水平，最快速、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就是使用一台
CYBERMINE 机车培训模拟器。
CYBERMINE 机车模拟器采用尖端的模拟技术与培
训技术，在虚拟仿真的地下采矿环境中培训、再培
训和评估正确的装载、运输和倾倒技能，以提高效
率、生产力和安全性。
从符合人体工程学且逼真高仿真复制操作台界
面的驾驶室，到所模拟设备的高度精确行为特
征，ThoroughTec 的高保真模拟器从各个方面逼真
复制原车。CYBERMINE机
车在高仿真 3D虚拟矿山场景中运行，该场景包括

隧道、轨道、装载点，滑槽、翻卸区、电池室和操
作车间， 操作员在这里可以执行与 OEM 机器相同
的全系列机车功能。在此虚拟矿山世界内设有专用
区域，进行专门的运输、装载和卸载任务以及紧急
情况的训练。
操作工在这样的场景里磨练他们的技能和经验， 使
得矿山的运营尽可能地安全和高效。

操操作 CYBERMINE 机车如同操作真实车辆，但却没有
高昂的成本和内在的风险。
真实性和准确性
模拟的机车驾驶室利用原车组件和规格，创建出恰当、
准确同时又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原车驾驶室复制品。模
拟的机车行为动力学基于详细的数学模型，提供了准
确的逼真度。
这些先进的机车真实模型计算出发动机、料厢和轨道之
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甚至包括在极端环境下使机车出轨
的情况。因此，运输、装载和卸载等全部任务都准确地
反映了真实情况。

高度可定制性
CYBERMINE 机车模拟器可进行定制，将任何客户特定
的操作过程或操作功能纳入其中。例如，控制装置可 配
置成具有符合在矿山操作的行为特征，而可选的闭 路
电视驾驶辅助系统或模拟对讲机都可以配备。来自 任
何 OEM 制造商的任何机车型号，以及 OEM 特定的可
选功能都可以模拟
。

> 先进的地面建模

与设备模拟相配合的是 ThoroughTec 先进的模拟轨道互动模
型。这需要操作员根据坡道的区域和类型练习正确的加速和停车
技能，以获得高效的操作因素。

> 先进的车辆行为模型

所有模拟的机车行为动力学都是基于详细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
采用了车辆制造商的规格参数，使得机器能对操作员的输入做出
逼真的行为响应。此外，机车模拟还对诸如轨道和转向架之间
的物理相互作用进行了建模。所有装载、运输、卸载任务都以
逼真的视觉和触觉反馈进行了模拟，构成一个可完全融入的训
练场景。

> 多个可配置的装载-运输-倾倒场景

根据所采购的机车类型，虚拟场景包括多种可能出现的情景，每
种情景根据训练目标设置在合适的区域内，包括：
• 滑槽
• 翻卸区
• 电池室

•
•

> 变化多样的场景设置

学员们置身于实际工作条件下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包
括：

操作车间区
轨车运输练习用的互通隧道

•
•
•

物理精确的虚拟矿山场景

使模拟器效果最大化的培训和评估工具

实习机车操作员可置身于投影到驾驶室周围屏幕上的广
阔的高保真 3D 矿山场景中。该矿区是基于典型的采矿作
业矿区设计的，配有隧道、装载点、滑槽、倾倒区和其
他地下环境常见的基本特征。场景中的人工智能机车、
滑槽、防护装置、采矿机和其他实体可被激活，为机车
的训练和评估过程提供支持。

练习是可以配置的，以满足各种培训要求，包括在以
下条件下的操作：不同斜坡区域、应付隧道内其他车
辆和人员、子系统故障和紧急情况（如刹车故障或发
动机着火）。

矿区场景也可以定制：场景看起来与您的矿山完全相同，
并按照您独有的作业方案和程序进行操作。

操作员的表现持续受到监控和记录，包括对仪表设备状
态的了解、对控制设备相互作用的了解、有无遵守安全
规程、正确的设备处理技能和对紧急情况及故障的反应
等方面。教员能够实时监控控制设备以及诸如车速和行
车制动位置等参数。每次训练结束，教员可拿到一套涵
盖操作各个方面的报告，可用来量化操作员的表现。例
如，生产效率报告详实地列出每个装载、运输和卸载周
期的量化返回值，以及此次训练中与生产效率相关的信
倾倒的吨位等因素，以及平均吨位和每小时的操作周期
数，都得以记录。

紧急情况
严重的车辆故障
岩石塌方

•
•
•

碎石散落
水坑
人工智能交通

对操作员的评估是按照一套针对驾驶室类型事先定义
的 检查内容进行的，每一项检查内容按照对人体健康
与安全 的影响、机器的使用或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行分
类。这些 多方面的表现报告，加上教员的训练后评估
讲解，为机车 操作员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培训和评估系统

完整的CYBERMINE培训解决方案
通过ISO 9001:2008质量体系认证并符合MIL-STD设计工程标准的一系列培训工具，与中心学员数据库连接，为将新员工培养成
可生产作业的操作员提供无缝的发展过程。

> 在线自学习培训（CBT）
•
•

•
•

与优秀培训专家合作开发
完全交互式多媒体功能，包括静物拍摄、
叠加了音频的2D和3D计算机
动画和视频
与CYBERMINE FMS和OFT系统相兼容
各种各样的课程主题：设备基础理论知
识、角色与职责、标准作业程序、职业健
康和安全、生产技术及在紧急情况下的设
备操作

> 操作员体验教练（OFT）
•
•
•
•

操作工熟悉新设备对具体机型的仪表和
控制装置进行识别和基本操作
使用可互换的CYBERMINE车辆驾驶舱
完全可调的触敏高清显示屏
操作的探索、培训和评估模式
视频和音频信息反馈给学员

> 全任务模拟器（FMS）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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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操作工全方位高仿真模拟培训
配备270° 或360°视场的高分辨率投影
显示
使用可互换的CYBERMINE车辆驾驶舱
主动力反馈转向（如有需要）
6自由度或3自由度动感平台
配备双高清显 示屏的宽敞教练台
可同时提供露天与井下车辆模拟的基础
平台
集装箱式或固定式基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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