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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种高速列车封闭车厢环境的在线联网监测

装置，每节车厢有一个在线监测子装置，子装置的

构成是：温度传感器将封闭车厢内的温度数字信

号经单片机处理送工控机；两种以上的物质含量

传感器，分别检测出封闭车厢内空气中两种以上

的物质含量并将其转换为两种以上物质含量的电

信号，由相应的信号处理电路转换为可采集的物

质含量电信号；再由多路数据采集单元，将可采

集的两种以上物质含量电信号，转换为物质含量

数字信号送工控机处理及显示；相邻子装置工控

机相互连接实现所有数据的数据通信，构成整个

在线联网监测装置。该装置能在线不间断实时监

测全部列车车厢，有利于及时发现环境异常、采取

措施，提高旅客乘坐舒适度和保障乘客的身体健

康。

(51)Int.Cl.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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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速列车封闭车厢环境的在线联网监测装置，其组成是：

每节车厢有一个在线监测子装置，该子装置的构成是：

温度传感器 (TS)，检测封闭车厢内的温度，转换为温度数字信号并经单片机 (MCU) 处

理送工控机 (ICU)；

两种以上的物质含量传感器，分别检测出封闭车厢内空气中两种以上的物质含量并将

其转换为两种以上物质含量的电信号，由相应的信号处理电路转换为电压幅度满足多路数

据采集单元 (DAQ) 的信号输入幅度要求的可采集的物质含量电信号；再由多路数据采集单

元 (DAQ)，将可采集的两种以上物质含量电信号，转换为两种以上的物质含量数字信号送工

控机 (ICU)进行处理及显示；

相邻在线监测子装置的工控机 (ICU) 内的网卡通过交叉网线相互连接实现所有数据

的数据通信，构成整个在线联网监测装置。

2. 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高速列车封闭车厢环境的在线联网监测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物质含量传感器包括：湿度传感器 (HS)，二氧化碳传感器 (CDS)，一氧化碳传感

器 (COS)。

3. 如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一种高速列车封闭车厢环境的在线联网监测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物质含量传感器还包括：二氧化氮传感器 (NDS)，一氧化氮传感器 (NOS)，二氧化

硫传感器 (SDS)，甲醛传感器 (FS)，酒精传感器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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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列车封闭车厢环境的在线联网监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高速列车封闭车厢环境的在线联网监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高速列车封闭车厢空气品质是影响旅客身体健康与乘坐舒适度的主要因素，因此

对封闭车厢进行环境监测是有意义的。

[0003] 根据 2003 年徐州铁路分局旅客列车环境卫生监测情况分析、2005 年上海春运旅

客列车车厢环境空气质量调查分析以及大量国内外相关资料，总结得出国内的列车环境监

测一般包括了调查车厢内的新风量、温度、相对湿度、风速、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细菌总数、

照度、可吸入颗粒物、噪声十项指标，检测方法分为：国家标准法和便携式仪器监测法。

[0004] 1. 国家标准法是采集现场空气样品，送至实验室用专用分析监测仪器进行分析，

该方法是国家认可的。其优点：准确性高、重复性好、监测数据具有法律效力；缺点：监测周

期长、费用高、无法实现实时集中测量。

[0005] 2. 便携式仪器的优点是具有检测快速、费用低、适合现场实时集中监测；缺点：干

扰因素多，测量准确度与灵敏度低。该方法虽然能实现实时集中测量，但其人工手持仪器进

行测量，不可能不间断测量，且测量参数少，单点独立测量，无法实现在线不间断实时监测

全部列车车厢环境。不利于及时发现环境异常、采取措施，提高旅客乘坐舒适度和保障乘客

的身体健康。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高速列车封闭车厢环境的在线联网监测装置，该装

置能够在线不间断实时监测全部列车车厢环境，有利于及时发现环境异常、采取措施，提高

旅客乘坐舒适度和保障乘客的身体健康。

[0007] 本实用新型实现其发明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高速列车封闭车厢环境

的在线联网监测装置，其组成是：

[0008] 每节车厢内有一个在线监测子装置，该子装置的构成是：

[0009] 温度传感器，检测封闭车厢内的温度，转换为温度数字信号并经单片机处理送工

控机；

[0010] 两种以上的物质含量传感器，分别检测出封闭车厢内空气中两种以上的物质含量

并将其转换为两种以上物质含量的电信号，由相应的信号处理电路转换为电压幅度满足多

路数据采集单元的信号输入幅度要求的可采集的物质含量电信号；再由多路数据采集单

元，将可采集的两种以上物质含量电信号，转换为两种以上的物质含量数字信号送工控机

进行处理及显示；

[0011] 相邻在线监测子装置的工控机内的网卡通过交叉网线相互连接实现所有数据的

数据通信，构成整个在线监测装置。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说  明  书CN 202083474 U



CN 202083482 U 2/3页

4

[0013] 一、本实用新型的装置，分别通过温度及两种以上物质含量传感器，分别对温度、

空气中两种以上物质含量进行测定，其测量结果更加准确可靠；且测试参数多，从而能更准

确、更全面地反映车厢环境质量；

[0014] 二、传感器不间断的检测空气温度与空气物质含量，最终送到工控机进行处理与

显示；并且各车厢的工控机通过网卡实现全车厢联网，从而司乘人员可以在列车上任何一

个车厢监控全列车的每个车厢的环境状况，方便实现列车所有车厢的不间断在线联网实时

监测，可以及时发现车厢环境的异常情况，通过对空调工作状态的调节等方式，更有效的提

高旅客的乘坐舒适度和保障乘客的身体健康。

[0015] 三、通过工控机处理后的环境参数，其显示界面可以数字、图像、曲线的方式进行

实时显示，操作人性化，界面友好、美观。

[0016] 上述的物质含量传感器包括：湿度传感器，酒精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一氧化

碳传感器，二氧化氮传感器，一氧化氮传感器，二氧化硫传感器，甲醛传感器。

[0017] 这样，本实用新型通过对温度、湿度、酒精浓度、二氧化碳浓度、一氧化碳浓度、五

种环境参数作为列车封闭车厢环境的评价指标，同时进行检测，并集中显示，从而能够更加

全面地反映车厢环境空气质量。

[0018] 上述的物质含量传感器还包括：二氧化氮传感器，一氧化氮传感器，二氧化硫传感

器，甲醛传感器，酒精传感器。

[0019] 这样，本实用新型将二氧化氮、一氧化氮、二氧化硫、甲醛、酒精也作为列车封闭车

厢环境的评价指标进行检测，并显示，更全面地反映了车厢环境空气质量。下面结合附图和

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说明。

附图说明

[0020] 图 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在线监测子装置结构框图。

[0021] 图 2 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相邻在线监测子装置的工控机之间相互连接的示意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实施例

[0023]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是，一种高速列车封闭车厢环境的在线联网监测

装置，其组成是：

[0024] 每节车厢有一个在线监测子装置。图 1示出，该子装置的构成是：

[0025] 温度传感器 TS，检测封闭车厢内的温度，转换为温度数字信号并经单片机 MCU 处

理送工控机 ICU；

[0026] 两种以上的物质含量传感器，分别检测出封闭车厢内空气中两种以上的物质含量

并将其转换为两种以上物质含量的电信号，由相应的信号处理电路转换为电压幅度满足多

路数据采集单元 DAQ 的信号输入幅度要求的可采集的物质含量电信号；再由多路数据采集

单元 DAQ，将可采集的两种以上物质含量电信号，转换为两种以上的物质含量数字信号送工

控机 ICU进行处理及显示。

[0027] 图 1还示出，本例的物质含量传感器包括：湿度传感器 HS，二氧化碳传感器 CDS，一

说  明  书CN 202083474 U



CN 202083482 U 3/3页

5

氧化碳传感器 COS，二氧化氮传感器 NDS。一氧化氮传感器 NOS，二氧化硫传感器 SDS，甲醛

传感器 FS，酒精传感器 AS。相应的信号处理电路分别为湿度信号处理电路 HSP，二氧化碳信

号处理电路 CDSP，一氧化碳信号处理电路 COSP，二氧化氮信号处理电路 NDSP。一氧化氮信

号处理电路 NOSP，二氧化硫信号处理电路 SDSP，甲醛信号处理电路 FSP，酒精信号处理电路

ASP。

[0028] 图 2 则示出，相邻在线监测子装置的工控机 ICU 内的网卡通过交叉网线相互连接

实现所有数据的数据通信，构成整个在线联网监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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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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