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卡车模拟器

“ 当您的操作员正驾驶一辆价值
500万美元的卡车，拖运300
吨矿物向下驶向一道低牵引力
斜坡时，您会很高兴，因为之
前他们已经在CYBERMINE模
拟器上操作过了。”

>

物理上精确的车辆驾驶室
学员在驾驶员座位进行操作，周围是仪表和控制装置，这些仪表和控
制装置按照人体工程学原理定位在合适的位置。驾驶员的操作界面精
确下接到转向和制动系统、车灯、喇叭、指示器、踏板和仪表，最大
限度地利用OEM部件以取得无与伦比的精确性。

一辆外观和感觉都很逼真的模拟卡车
运输卡车是露天采矿作业的主要部分，但是如果要安

CYBERMINE模拟运输卡车运行在一个高保真的3D

驾驶一辆CYBERMINE模拟运输卡车就像在开一辆真车

定制设备

全高效地进行作业，您需要有经验。

矿山场景，与矿井、废料堆放区和破碎区里的人工

一样，但不会产生高昂的成本和固有的风险。

ThoroughTec还可以为您定制运输卡车模拟系统，与您

智能铲车、挖掘机、轮式装载机和其他支持设备相

矿区的作业设备相匹配，完全与功能和作业程序相符。

CYBERMINE系列运输卡车模拟器采用最先进的模拟

互影响。运输卡车可以通过单侧或双侧装载方式用

真实性和精确性

例如，闭路电视驾驶辅助系统、受电弓/-有轨电车辅助系

器技术以及同样尖端的培训技术，可让您积累这方面

轮式装载机、铲车或挖掘机进行装载。在工作的人工

模拟的运输卡车驾驶室利用原车组件和规格参数，生成

统以及类似的第三方子系统，都可以按要求安装和模拟。

的经验，而无需让您的车队、操作人员或生产力水平

智能运输卡车的数量也可以改变。这些车辆、场景甚

一个人体工程学上合适并且精确的原驾驶室复制品。所

承受风险。从人体工程学和操作员操作界面的真实复

至作业程序都可以定制，以匹配您的实际采矿作业。

有模拟的车辆行为动力学都基于详细的数学模型，该模

制，到模拟的设备高度精确行为特征，ThoroughTec
高保真模拟器真正地从各个方面模拟原车。

型采用车辆制造商的规格参数，以提供精确的行为真实
在这个场景，您的操作员们将提高他们的操作技能，

感。这样，每一个运输卡车的模拟过程中都包含了满载、

让他们知道在真实的工作场景里要做什么。

牵引、倒车和倾倒能力。

>

先进的土壤建模
ThoroughTec先进的土壤交互模型，整合了坡度、重力、土壤内聚
力和密度，是设备模拟的补充。动态地形可针对天气情况进行响应，
影响车辆的推进力和制动，而可变形的土壤，让装载和倾倒更具真
实感。

>

先进的车辆行为模型
所有模拟的车辆行为动力学都是基于详细的数学模型，该模型采用车
辆制造商的规格参数，以提供精确的行为真实感。这样，每一个运输
卡车的模拟过程中都包含了满载、牵引、倒车和倾倒能力。为了获得
可能最真实的操作体验，对车轮、悬架和地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进行
了精确建模。

>

多个可配置运输方案
在虚拟的3D场景中，运输卡车的操作包括许多运输和倾倒方案，每套
方案按任务在指定区域进行设置。包括：:
•
•
•

铲车和挖掘机装载区
储存区
长距离和短距离运输练习

•
•
•

>

可见侧和盲侧的装载
破碎区
废料堆放区

各种场景设置
实习操作员置身于他们在实际工作条件下可能遇到的大量方案中。这
些场景变量包括：
•
•
•
•

亮度级
能见度
天气
关键性的车辆故障

•
•

紧急情况，
包括打滑、爆胎、火灾
人工智能交通

物理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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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输卡车实习操作员置身于高保真的3D矿区，矿区周围

练习可以进行配置以满足各种训练要求，包括具有不同

习结束时，教员可获得一套份涵盖操作各个方面内容的

配有人工智能铲车、轻型载货车、运输卡车、轮式装载

的地形特征（如表面牵引力）、子系统故障（如转向故

报告。比如，详述可量化成果的生产力报告，包括装载

机和其他支持设备，这些设备可在矿井、废料堆放区、

障和液压油高温）以及重大紧急情况（如刹车故障、发

时间、对齐时间、牵引花费的时间、倾倒的总吨数、每

储存区和破碎区内相互影响。

动机起火或轮胎爆裂）等的操作。各种训练工具可由教

小时的平均倾倒吨数以及倾倒载荷百分比等。操作员评

员按特定任务进行启用，包括屏上倒车助手、任务规划

估按照一套对驾驶室类型预先定义的检查项目来进行，

器、入换或周期时间屏上显示器。

每个检查项目分类为影响健康和安全、影响机器使用或

还可提供定制的矿区场景：一个与您矿区看起来完全一样
的场景，可根据您独特的作业方案和程序进行操作。可
将场景特定的特征，如电缆桥架，包含在定制的场景内。

影响生产力提高。
整个练习过程被持续监测和记录，包括仪器状态和控制器
的交互作用，同时要求遵守安全程序，采取正确的设备

这些多方面的性能报告，加上教员的事后审核功能，为

处理技术和紧急情况及故障应对措施。教员也能够不断

运输卡车操作员提供了一个完备的培训和评估系统。

实时监测车速、发动机转速、档位选择等参数。在每次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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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于计算机的培训（CBT）
•
•

•
•

与认可的培训专家合作开发
完全交互式多媒体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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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完全集成在一起
各种各样的课程主题：机器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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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操作

> 操作员体验教练（OFT）
•

•
•
•

让操作员熟悉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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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驾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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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