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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FACEBOSS煤机主人机界面

2.1.1 FACEBOSS 控制系统介绍

在对煤机注人机界面介绍之前先对 FACEBOSSS控制系统进行简

单的了解。 FACEBOSS 是久益通用控制平台的一部分， 具有与 JOS（久

益顺槽控制系统）的接口。 JNA FACEBOSS 使用煤机安装的计算机来

显示一系列的屏幕，这些屏幕帮助煤机司机和维修人员对煤机进行操

作和诊断。显示屏幕给司机提供煤机操作的详细信息， 其他屏幕可以

提供对煤机设定的操作。 这些屏幕允许有密码的操作人员根据开采的

工况来配置煤机的操作功能。除 JNA FACEBOSS主页面外所有的屏幕

都有一个工具条， 工具条位于屏幕的左部和底部。 煤机上电后首先显

示主页屏幕。

JNA FACEBOSS使用一整套硬件来监控采煤机为了更清楚的了解

和使用屏幕所提供的功能， 我们先对主要硬件简单进行介绍。 下图为

网络主要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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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U(中央控制器 )是 FACEBOSS系统的注控制器， CCU使用标准工

业通讯协议与可灵活配置的输入 /输出模块通讯，实现对煤机所有功

能的监控。

图形用户界面是一个全色的， 支持多种语言的显示计算机， 可以

通过鼠标，翻页器，或者任一个遥控器进行操作。显示计算机屏幕按

菜单图标分组， 这些图标和煤机上每一台电机或者部件相对应。 通过

点击每个屏幕左上角的图标可以在英文和中文之间切换。 FACEBOSS

控制系统为每台电机，和急停回路，所有的输入输出状态，趋势提供

了完整的屏幕诊断功能，以及用于角度计标定，煤机支架联动，过程

表，和速度区间设定的友好的用户界面。 用户可以操作煤机的特定参

数，并可保存和恢复参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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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O（远程输入输出模块） 用于监控所有非本安的输入 /输出。RIO

模块通过 Interbus通讯连接与 CCU通讯。每个 RIO模块的屏幕诊断包

括：通讯状态诊断和各输入输出端口状态诊断。

DIOM（数字输入输出模块）用于驱动所有 24VDC液压电磁阀并

监测 24VDC数字输入和 0 到 10VDC的模拟量输入。 DIOM与 CCU通

过 canbus总线链接。

每个 MCT(智能电流互感器 )用于向相应的电机接触器提供控制电

压，监测各电机三相电流和温度，通过 Interbus 向 CCU发送和接受

数据。

GIO(通用输入输出模块 )网络是一个本安电路，用于监测煤机上的

每一个本安传感器的输入和输出， 每一个 GIO模块安装在电控箱的外

面，电源为 12V 的本安电源，经过一个本安隔离栅，通过 RS-485 

Modbus 协议与 CCU通讯。

HHX（遥控器）可以控制煤机， 操作功能包括：向左 /向右牵引煤

机，升 /降摇臂，打开 /关闭喷雾，还有不同的遥控辅助功能。

简单了解这些硬件后， 本章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结合屏幕显示还要

做具体介绍。

2.1.2 FACEBOSS煤机注人机界面

煤机上电后首先显示的是 JNA FACEBOSS 主页屏幕，我们用下面

流程图来解释 FACEBOSS 主页屏幕与其他屏幕之间的关系， 在主屏幕

选择状态屏幕，在状态屏幕下选择下级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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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A FACEBOSS 主屏幕显示了煤机的侧视图，和单独煤机部件的

图标。点击相应的图标，可以查看更多的部件信息。当部件颜色为绿

色高亮显示，表示正在运行。当部件图标为黄色，表示一个或多个报

警事件。背景色为红色闪烁，表示一个或多个警告事件。 JNA FACEBOSS 

主页屏幕还有几个图标提示煤机司机， 哪一个参数限制了煤机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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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主页还包括电流棒图。下图即为 JNA FACEBOSS 主页屏幕。

外部反馈图标显示一个百分数，用于显示 JOS FACEBOSS 系统将

使煤机减速多少，以防止工作面 AFC的过载。

点击显示帮助按钮，查看所有帮助主题，点击事件记录按钮，显

示储存在 JNA FACEBOSS 系统的所有事件记录信息，点击软件版本图

标，显示系统当前安装的软件版本信息。

如果使用防撞功能，防撞图标显示一个错误码（ 0到 8）。状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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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错误码的含义。提示司机注意防撞区域。

点击自动部件图标， 显示自动状态屏幕， 此屏幕显示自动部件的

控制信息，如记忆割煤。点击牵引图标，显示牵引状态屏幕，此屏幕

显示牵引部件的控制和信息。 点击泵和液压按钮， 显示泵和液压状态

屏幕，此屏幕显示泵和液压部件的控制和信息。 点击 JNA控制器按钮，

进入 JNA控制器状态屏幕，此屏幕提供控制系统连接的控制和信息。

点击截割图标， 显示截割状态屏幕， 此屏幕显示截割部件的控制和信

息。点击操作图标，显示操作状态屏幕，此屏幕显示系统操作控制的

控制和信息。

支架计数器显示煤机中心最靠近那台支架。

速度指示器显示采煤机的设定和实际速度。

FACEBOSS 控制系统使用几个速度控制功能来优化煤机的性能和

可靠性。如果任何时间煤机的速度受限， 系统将在不同的屏幕使用速

度受限状态图标显示限制速度的决定因素。 图标的黄色外框提示当前

哪一个因素正在限制煤机速度， 更多的信息将在后面速度控制章节介

绍，下表简单说明了每个图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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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电流棒图显示相关电机最高的相电流值。在每个电流棒图

中，如果电流小于 100%相关电机的过电流过载设定电流，棒图显示

为绿色。达到此点，棒图显示为橙色。到达 225%的电流过载设定电

流，棒图显示红色。

司机可以配置这些棒图，点击棒图，显示修改棒图数据屏幕，然

后点击相应的按钮选择监视哪台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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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屏幕的底部都有状态行， 此功能显示在 JNA FACE BOSS 系

统报警列表中，显示最高优先级的报警，警告和事件。点击状态行，

在诊断屏幕显示有关此信息的更多信息。

2.2 泵和液压系统人机界面

2.2.1  泵和液压状态屏幕

在 JNA FACEBOSS 主页点击泵和液压部件图标，或在任一屏幕点

击下部的泵和液压部件图标， 可以打开泵和液压状态屏幕。 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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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所述的为配有两个泵的采煤机。 在配有一个泵的系统中， 泵

和液压屏幕只显示一个泵的信息。

泵和液压状态屏幕的左泵电机概览部分显示电机三相电流中的

最高电流，本电机过载跳闸的次数，堵转跳闸的次数，和泵电机的运

行时间。

泵和液压状态屏幕的右泵电机概览部分显示电机三相电流中的

最高电流，本电机过载跳闸的次数，堵转跳闸的次数，和泵电机的运

行时间。

2.2.2  泵和液压过载屏幕

点击菜单条上的过载（ overlords ）按钮，从泵和液压状态屏幕

切换到泵和液压过载屏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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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泵电机电流达到 90%的堵转过载设定电流， 堵转过载报警指

示高亮显示。堵转过载跳闸指示亮， 表明泵以达到其堵转过载的设定

电流。如果泵电机电流达到 90%的过电流过载设定电流，过电流过载

报警指示高亮显示。 过电流过载跳闸指示亮， 表明泵电机因过电流过

载跳闸。跳闸计数文本块显示电机因堵转或过电流过载跳闸的次数。

跳闸点指示显示了过电流过载的设定值。 相不平衡显示了泵电机

相不平衡的百分数。不平衡过载参数是过电流过载特性的一项功能。

不平衡过载参数的设定值越大，相不平衡对过电流过载的影响越大，

从而减小过电流跳闸的时间。如果不平衡过载参数设定为 0%，不平

衡对过电流过载特性将没有影响。 影响过电流过载的最小不平衡参数

设定为 1%，最大为 10%。

过电流过载监控器的棒图显示泵电机每一相的交流电流。 每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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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显示为实际的电流值。 百分数的值是实际电流值与过电流过载设

定电流的比值。棒图的右侧的指示器显示了每台泵电机的过电流过载

状态。如果过电流过载指示达到满刻度，泵电机将跳闸。一旦出现过

电流过载跳闸，要经过 4分钟的冷却延时，才能重新起动电机。显示

“过电流过载！！240秒以后再起动电机。”该值随时间的减少而减少。

点击屏幕底部的任何一个趋势按钮， 将显示对应的泵电机三相电

流的趋势屏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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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数据用于煤机的每台电机。在电机过载屏幕上电机趋势按

钮，能显示电机的趋势屏幕， 每台电机的趋势屏幕显示所有三相电流，

和电机绕组温度。

使用光标控制按钮来移动光标。 点击方的停止按钮， 取消光标在

屏幕上的显示。 使用趋势控制按钮来改变显示的时间跨度。 这些键可

以把时间向前或向后翻显示。 放大和缩小按钮用于改变显示图形的比

例。点击退出趋势屏幕（ EXIT TRENDS SCREEN）按钮，退出趋势屏幕。

趋势起始时间指示器（ start time of trend indicator ），显示

了趋势跟踪的起始时间或左边界的时间值。

趋势间隔时间指示器（ trend interval time indicator ）显示

屏幕最左边和最右边之间的三个时间间隔的实际时间。在此图形中，

水平值是时间值。

趋势结束时间指示器（ end time of trend indicator ），显示了

趋势跟踪的结束时间或右边界的时间值。

日期指示器（ date indicator ），显示当前趋势的日期。

采样频率指示（Sample Frequency Indicator ）显示 INA Face Boss

系统对相电流的采样频率。在这里显示的是每秒采样一次。

以 秒为单位的采样指示器（ Time in Seconds of Sample 

Indicator ）显示 JNA Face Boss 系统要求每一个电力采样周期的秒

数。在此例中，指示器显示 INA Face Boss系统要求每个采样周期为

一秒。

趋势总时间指示器（ Elapsed Time of Trend Indicator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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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屏幕最左端到最右端的时间值。 在此例中，屏幕显示从 08：39:53AM

共 11分钟零 1秒的采样时间。

光标时间指示器（ Cursor Time Indicator ）显示当前光标处的

时间值。

5 个标尺值指示器（ Scaling Value Indicators ）显示电流的高

低限制及其中间的三个间隔的值。在此图中，红线、黄线和绿线垂直

值是电流值，蓝线垂直值是 RTD温度值。这些刻度值是可调的，点击

刻度顶部的指示器， 修改刻度的顶部值。 底部的指示器的值将保持为

零。中间的三个指示器将在高低标尺值之间按 1/4、1/2 和 3/4 的间

隔分配。

相电流指示器（ Phase Indicators ）显示当前光标位置每一相

（A,B,和 C）的电流值。例如，在 08:43:00 AM 每一相的电流都显示

11A。

RTD指示器 (RTD Indicator) 显示当前光标位置的 RTD温度。例

如在 08:43:00 AM RTD 指示器显示的温度为 49摄氏度。

上面我们讲的趋势屏幕， 下面我们回到泵和液压过载屏幕。 点击

相应的复位跳闸计数器（ reset trip count）按钮，清除泵电机过电

流过载跳闸计数。但是必须输入用户级密码，才能复位跳闸计数器。

2.2.3 泵和液压控制流程屏幕

点击菜单条上的控制流程（ control flow ）按钮，从泵和液压状

态屏幕，切换到泵和液压控制流程屏幕。



JNA FACEBOSS 煤机屏幕

泵和液压控制流程屏幕显示两台泵的遥控指令， JNA解译和 JNA

输出指令信号。 如果司机使用遥控器发出一个指令， 在此屏幕上的被

按下的相应按钮将高亮显示。如果 JNA FACEBOSS 系统收到指令，屏

幕上相应的控制器解释将高亮显示。 如果指令解译成功， 屏幕上相应

的控制器输出指令发送（sent）指示器将高亮显示。如果 JNA FACEBOSS 

系统收到了要实现的功能得电的确认信号， 相应的控制器输出指令正

常（ok）指示将高亮显示。

2.2.4 泵和液压诊断屏幕

点击菜单条上的诊断（ diagnostics ）按钮，从泵和液压状态屏

幕切换到泵和液压诊断屏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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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诊断屏幕显示了影响泵运行的电器回路及部件的图标。 启动条

件，起动，运行三个区域显示了泵启动和运行回路的故障和运行条件。

工作条件后的绿色块指示此条件在正常工作状态， 闪烁的红色块指示

此工作在故障状态， 黄色的状态快表示该起动条件处于故障状态， 但

该条件已经通过设定参数进行屏蔽。

起动条件中的“无 RTD跳闸”，屏幕将显示任一 RTD跳闸，当出

现任一 RTD跳闸时，该区域的文本将变成使电机跳闸的特定 RTD。如

果有超过一个 RTD跳闸出现，屏幕将在 RTD跳闸状态行显示第一个激

活的 RTD。

注意起动条件可能因煤机安装的可选功能不同而变化。

起动 /运行条件包括：无左电机电流，无左接触器输入，无右电

机电流，和无右接触器。当这些条件正常时， JNA控制器发出一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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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指令，和一个起动延时指令。电机起动前，发出声响报警后，激活

起动延时指令。此延时指令可以通过参数调整。

当两台电机都运行时，检测到左电机电流，检测到左接触器输出，

检测到右电机电流，并检测到右接触器输出， 状态块将全部变成绿色。

每个状态块的故障显示为状态块变红色。如果状态块没有输入信号，

其颜色为黑色。

左右泵 MCT检测电流。一个单独的接触器控制两台泵电机得电。

左泵 MCT监控接触器输出。

电机运行状态块呈现白色， 说明泵不带电，绿色表明泵已经得电。

如果煤机装有不带电漏电检测系统， 隔离漏电指示器显示隔离回路的

状态。绿色指示泵不带电漏电隔离继电器输出已经得电， 且泵不带电

漏电隔离反馈输入已经检测到继电器输出的点。 白色指示一个或两个

不带电漏电点丢失。

点击急停诊断（ ESR DIAGNOSTICS）按钮，查看 JNA控制器诊断

屏幕。此屏幕显示 ESR和 SER控制电路德状态，用于故障诊断。

点击截割电机诊断（ CUTTER DIAGNOSTICS）按钮，查看左和右截

电机的诊断屏幕。这些屏幕显示截割控制电路的状态， 用于故障诊断。

如果煤机安装了破碎机，点击破碎机诊断（ LUMPBREAKER 

DIAGNOSTICA）按钮查看破碎机诊断屏幕。此屏幕显示破碎机控制回

路，用于查找故障。

2.3 牵引状态人机界面

2.3.1  牵引状态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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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JNA Face Boss主页屏幕，点击牵引系统部件图标，或点击在

任何其它屏幕底部的牵引图标，打开牵引状态屏幕。如下图所示

如果电缆张紧开关的状态快变红，指示电缆张紧开关动作（跳

闸），停止牵引，防止损坏馈电电缆和胶管。正常情况下，状态快为

绿色。当电缆张紧输入和应变检测装置功能正常时， 必须向与跳闸相

反的方向行驶采煤机，以清除电缆张紧开关故障。

速度显示条的中间数值指示煤机的实际速度。 箭头指向的速度是

设定速度。根据牵引方向， 设定速度值将显示在实际速度的左边或右

边。如果两个速度相等，煤机以设定速度运行。

“速度受限”图标告诉司机，哪个（些）因素正在限制煤机的速

度。图标的高亮现实的外框指示此图标相关的部件限制了煤机的速

度。有关于此图标的更多信息，参考本书前面的 FACEBOSS 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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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章节。

有两个电机概览区域， 每台牵引电机的概览区域显示其电机电流

最大相的交流电流的安培数， 其 RTD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过电流跳

闸的次数，堵转跳闸的次数， RTD温度跳闸的次数，和运行时间。

如果煤机使用防撞指示功能，防撞图标显示错误码 0 到 8.状态

行显示错误码含义。警告司机进入了一个可能发生碰撞的危险区域。

可以配置煤机对可能发生碰撞危险区域的警告的响应动作， 这些

警告由久益支架计算机发出。 收到的警告是错误代码， 每个代码有不

同的意义。煤机将停止牵引，发出接收错误确认信号，返回到支架计

算机，并显示与收到的错误代码 /支架号相对应的报警信息。司机可

以判断所处的环境，远离防撞危险区，并 /或继续牵引煤机。

可能的防撞错误代码：

·3 – 护帮未完全伸出

·4 – 支架为完全拉架

·5  - 支架前部下降

·7 – 支架系统初始化

·8 – 普通防撞驻车

通过设定一下的参数可以在煤机上使能防撞功能：操作 /防撞使

能。

一旦使能防撞功能， 必须有到 JOS和支架计算机的正常的通讯链

接。 如果到任何一个的通讯丢失，牵引将停止，直到通讯恢复。

2.3.2  牵引诊断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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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典型的液压诊断屏幕的例子。 点击一下菜单条上的诊

断（DIAGNOSTICS）按钮，可从牵引状态屏幕切换到牵引诊断屏幕。

如下图所示

牵引诊断屏幕显示影响牵引系统工作的电气回路和部件的图形

符号。

起动条件，起动和运行区域显示牵引起动和运行回路的故障和运

行条件。工作条件后的绿色块指示此条件在正常工作状态， 闪烁的红

色块指示此条件工作条件在故障状态。黄色块指示此条件在故障状

态，但是此条件已经通过设定参数进行屏蔽。

向左牵引和向右牵引指示了煤机行走的方向。如果牵引未激活，

系统以灰色显示向左牵引和向右牵引闲置。 如果牵引得电，系统将以

绿色显示向左牵引或向右牵引。 如果有任一影响牵引在某一方向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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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条件，例如电缆张紧，系统将在屏幕上以红色显示此故障。

起动 /运行工作条件区包括无左电机电流，无左接触器输入，无

右电机电流和无右接触器输出。当这些工作条件正常（绿色） ，JNA

控制器发出起动指令和一个起动延时指令。 电机起动前，发出声响警

报时，起动延时指令激活。可通过参数调整此时间延时。

当两台泵都运行时， 左电机运行和右电机运行指示变绿。 当牵引

电机不带电时， 两个指示器为白色， 如果通过操作维护屏幕禁止一台

牵引电机，指示器为黄色，将显示左电机禁止或右电机禁止。

当两台电机都运行正常时， 检测到左电机电流， 检测到左接触器

输出，检测到右电机电流，检测到右电机接触器输出指示器将变绿，

如果某一指示器无相关输入，其应为黑色。

如果装有制动闸， 松闸制动指示器显示牵引制动闸的状态。 如果

松闸指示器显示绿色， DIOM1的牵引制动闸输出激活。如果松闸指示

器为黑色，牵引制动闸输出未激活。制动压力检测指示器显示来自

GIO的牵引制动部压力反馈状态输入。如果未检测到压力，指示器为

黑色。如果检测到压力，指示器为绿色。左和右泵 MCT检测接触器输

出。

2.3.3  牵引过载屏幕

在菜单条点击过载（ OVERLOADS）按钮，从牵引状态屏幕切换到

牵引过载屏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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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牵引电机电流达到 90%的堵转过载设定电流， 堵转过载

报警指示高亮显示。 堵转过载跳闸指示亮， 表明牵引电机以达到其堵

转过载的设定电流。如果牵引电机电流达到 90%的过电流过载设定电

流，过电流过载报警指示高亮显示。过电流过载跳闸指示亮，表明牵

引电机因过电流过载跳闸。 当牵引电机温度达到其温度过载设定值的

90%时，RTD温度报警指示高亮显示。如果 RTD温度跳闸指示亮，表

明牵引电机温度已达到其温度过载参数设定值。 跳闸计数文本块显示

电机因堵转或过电流过载跳闸的次数。

跳闸点指示显示了过电流过载的设定值。 相不平衡显示了牵引电

机相不平衡的百分数。不平衡过载参数是过电流过载特性的一项功

能。不平衡过载参数的设定值越大， 相不平衡对过电流过载的影响越

大，从而减小过电流跳闸的时间。如果不平衡过载参数设定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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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对过电流过载特性将没有影响。 影响过电流过载的最小不平衡

参数设定为 1%，最大为 10%。

过电流过载监控器的棒图显示牵引电机每一相的交流电流。 每一

棒图的显示为实际的电流值。 百分数的值是实际电流值与过电流过载

设定电流的比值。棒图的右侧的指示器显示了每台牵引电机的过电流

过载状态。如果过电流过载指示达到满刻度，牵引电机将跳闸。一旦

出现过电流过载跳闸，要经过 4分钟的冷却延时，才能重新起动电机。

显示“过电流过载！！240秒以后再起动电机。”该值随时间的减少而

减少。

点击屏幕底部任一个趋势（ trend ）按钮，将显示相应的牵引电

机的三项电流趋势屏幕。趋势屏幕内容请参考上节。

点击相应的复位跳闸计数器（ reset trip count）按钮，清除牵

引电机过电流过载跳闸计数。 但是必须输入用户级密码， 才能复位跳

闸计数器。

2.3.4   牵引控制流程屏幕

点击菜单条上的控制流程（ CONTROL FLOW）按钮，从牵引状态屏

幕切换到牵引控制流程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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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控制流程屏幕显示牵引系统的遥控指令， JNA解译，和 JNA

输出指令信号。 如果司机使用遥控器发出一个指令， 在此屏幕上的相

应的遥控按钮将高亮显示。如果 JNA Face boss 系统收到指令，屏幕

上相应的控制器解译将高亮显示。 如果指令解译成功， 屏幕上相应的

控制器输出指令发送 （sent ）指示器将高亮显示。 如果 JNA Face boss

系统收到了要实现功能得电的确认信号， 相应的控制器输出指令正常

（ok）指示将高亮显示。

2.3.5  牵引变频器屏幕

点击菜单条的变频器按钮， 从牵引状态屏幕切换到牵引变频器屏

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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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每侧的测量区域。

下表列出了变频器类型指示器，并描述每一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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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每侧的状态显示及其功能。如果某项功能工作正常，

其状态块显示绿色。如果某项功能未工作，其状态块为白色。如果某

项功能故障，其状态块为红色。

下表列出了每侧的 VFD跳闸显示及其功能。如果跳闸电路没有跳

闸，其状态块为白色。如果跳闸状态块由于故障条件跳闸，其状态块

为红色。

2.3.6  牵引煤机支架联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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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菜单条的煤机支架联动（ SIRSA）按钮，从牵引状态屏幕切

换到牵引煤机支架联动（ SIRSA）屏幕。如下图所示

速度显示条中间的数值显示了煤机的实际速度。 箭头指向的数

值是设定速度。 根据牵引方向， 设定速度值将显示在实际速度的左边

或右边。当两个值相等时，煤机以设定速度运行。

默认情况下，采煤机使用绝对编码器监测煤机沿工作面的位置，

此信息发送到 JNA顺槽控制系统，并能被支架计算机用于自动移架。

在煤机的牵引齿轮箱装有接近传感器， 用于监测煤机沿工作面的

位置。左转速和右转速表显示牵引变频器驱动轮系的左右两侧的 D齿

轮的转数（转 /分钟）。

通过牵引参数组中的支架计数传感器类型参数， 选择 D齿轮作为

接近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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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计数传感器类型参数修改后， 重新启动计算机。 计算机重启

后，通过煤机支架联动屏幕设定当前支架。

此屏幕显示四个牵引传感器的状态。 这些传感器为左右 D齿轮传

感器，和左右煤机支架联动复位开关传感器。

此显示的目的不是用来显示 SIRSA报警，仅用于显示报警传感器

自身的状态。

如果左右栏的传感器状态块显示绿色，表明 JNA Face Boss系统

正在接收这些传感器的输入信号。

在传感器状态块下方和设定当前支架按钮的每一侧， 有左右支架

计数器，显示煤机的重新靠近工作面上哪台支架。 正常情况下计数器

显示的数值相同。 JNA Face Boss系统把左支架计数器数据，用于煤

机支架联动和记忆割煤功能， 使用右支架计数器数据校对左计数器的

数据。如果两个差值太大（允许的差值设定点是一个可调的参数） ，

Face Boss系统停止牵引。煤机支架联动复位开关，和装在溜槽上的

磁铁能触发煤机支架联动开关， 是开关复位，确保每刀支架计数的正

确。当煤机支架联动复位开关触发后， 支架计数器复位到相应的参数

设定值，如自动组、左复位支架号和自动组、右复位支架号。

2.3.7   设定当前支架屏幕

点击设定当前支架（ SET CURRENT SUPPORT）按钮，弹出设定当

前支架屏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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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当前支架弹出画面有按钮用于输入支架号，告诉 JNA Face 

Boss系统煤机沿工作面的当前位置。

输入靠近煤机中心的支架号。

JNA Face Boss系统根据接收的 D齿轮传感器的脉冲数据计算行

走的距离。弹出屏幕有一确认（ OK）按钮用于保存输入数值，取消

（CANCEL）按钮能取消数值，清除当前的输入按钮能删除数据。

2.3.8   牵引速度区间屏幕

点击菜单条上速度区间（ SPEED ZONES）按钮，从牵引状态屏幕

切换到牵引速度区间屏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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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速度区间屏幕的速度区间表使用户在沿工作面的两个方向

上设定多个速度限制。 左向速度区间表用于设定左向速度区间。 右向

速度区间表用于设定右向的速度区间。 一个或另一个表显示； 屏幕上

面高亮显示的是左向速度区间表。

屏幕的每一行显示四个值：

· 区间： ,,,,,,,,,,,,,,,,, 显示区间号。

· 方向： ,,,,,,,,,,,,,, 箭头显示区间方向。

· 起始支架号： ,,,,,,,, 显示速度区间从那架开始。

· 速度： ,,,,,,,,,,,,,,, 显示区间的速度。

点击表的底部菜单的查看右向区间（ VIEW RIGHT ZONES）按钮，

从左向速度区间表切换到右向速度区间表。 点击表的底部菜单的查看

左区间（ VIEW RIGHT ZONES）按钮，从右向速度区间表切换到左向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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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区间表。

点击表底部菜单上的插入 （ INSERT）按钮，可在任一表插入速度

区间。并显示插入速度区间的弹出屏幕。

点击表底部菜单上的编辑 （EDIT）按钮，可在任一表插入速度区

间。并显示编辑速度区间的弹出屏幕。

点击表底部菜单上的删除 （DELETE）按钮，可在任一表插入速度

区间。并显示删除速度区间的弹出屏幕。

在插入、编辑、删除一个速度区间后， 点击表底部菜单上的应用

（USE NOW）按钮，可确认任何增加，删除或编辑。

只有牵引 /左向速度区间和牵引 /右向速度区间的参数使能后或

设为 1，速度区间才能激活。新的速度区间设定起作用前，必须给煤

机重新上电。

用以下步骤，插入速度区间：

1﹒在选中的左或右向速度区间表上，高亮显示你想要插入速度

区间的区间。

2﹒点击插入（ INSERT）按钮，显示插入速度区间的弹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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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数字键输入新速度区间的起始支架号。点击下一步

（NEXT）按钮显示速度区间编辑屏幕。

4﹒使用数字键输入新速度区间的设定速度。然后点击下一步

（NEXT）按钮在表中显示新速度区间的起始支架号和速度。

5﹒如果需要另外一个速度区间，点击插入（ INSERT）按钮，显

示弹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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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选择吧新的速度区间插入在你以插入的第一个速度区间之

后。然后点击下一步（ NEXT）按钮显示需要的弹出屏幕，为你增加的

下一个速度区间选择起始支架号和速度。

7﹒重复这些步骤，直到你在左向和右向输入了所有的必要的速

度区间。

8﹒再次检查你的工作。首先选择表中的区，修改所有需要修改

的速度区间条目，然后点击编辑（ EDIT）按钮显示修改起始支架号和

速度条件的所必要的每个屏幕。 要删除速度区间， 需要在表中选中区

间，然后点击删除（ DELETE）按钮。

9﹒如果完成了表的编辑，按下表中的应用（ USE NOW）按钮，确

认数据，因此增加、删除和改动将会生效。在新的速度区间设定起作

用前，必须给煤机重新上电。

必须把下面的参数设定为 “1“（使能），才能激活速度区间特性。

每个方向上有不同的使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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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组：牵引

·参数名：左向速度区间

·参数组：右向速度区间

2.4 截割部状态人机界面

2.4.1  截割状态屏幕

在 JNA FACEBOSS 主页上点击截割部件图标，或点击其他任何

屏幕底部的截割图标，都能打开截割状态屏幕。如下图所示

有两个点击概览区域， 每台截割电机的概览区域显示其电机电流

最大相的交流电流的安培数，其 RTD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过电

流跳闸的次数， 堵转跳闸的次数， RTD温度跳闸的次数， 和运行时间。

2.4.2   截割过载屏幕

在菜单条上点击过载（ OVERLOADS）按钮，从截割状态屏幕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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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截割过载屏幕。如下图所示

如果截割电机电流达到 90%的堵转过载设定电流， 堵转过载

报警指示高亮显示。 堵转过载跳闸指示亮， 表明截割电机以达到其堵

转过载的设定电流。如果截割电机电流达到 90%的过电流过载设定电

流，过电流过载报警指示高亮显示。过电流过载跳闸指示亮，表明截

割电机因过电流过载跳闸。 当截割电机温度达到其温度过载设定值的

90%时，RTD温度报警指示高亮显示。如果 RTD温度跳闸指示亮，表

明截割电机温度已达到其温度过载参数设定值。 跳闸计数文本块显示

电机因堵转或过电流过载跳闸的次数。

跳闸点指示显示了过电流过载的设定值。 相不平衡显示了截割牵

引电机相不平衡的百分数。 不平衡过载参数是过电流过载特性的一项

功能。不平衡过载参数的设定值越大， 相不平衡对过电流过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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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从而减小过电流跳闸的时间。如果不平衡过载参数设定为 0%，

不平衡对过电流过载特性将没有影响。 影响过电流过载的最小不平衡

参数设定为 1%，最大为 10%。

对于每台电机， 跳闸点显示器显示了温度过载设定值。 每台电机

的棒图显示了 RTD传感器的实际温度。

过电流过载监控器的棒图显示截割电机每一相的交流电流。 每一

棒图的显示为实际的电流值。 百分数的值是实际电流值与过电流过载

设定电流的比值。棒图的右侧的指示器显示了每台截割电机的过电流

过载状态。如果过电流过载指示达到满刻度，截割电机将跳闸。一旦

出现过电流过载跳闸，要经过 4分钟的冷却延时，才能重新起动电机。

显示“过电流过载！！240秒以后再起动电机。”该值随时间的减少而

减少。

点击屏幕底部任一个趋势（ trend ）按钮，将显示相应的截割电

机的三项电流趋势屏幕。趋势屏幕内容请参考泵过载屏幕章节。

点击相应的复位跳闸计数器（ reset trip count）按钮，清除截

割电机过电流过载跳闸计数。 但是必须输入用户级密码， 才能抚慰跳

闸计数器。

2.4.2   截割控制流程屏幕

点击菜单条上的控制流程（ CONTROL FLOW）按钮，从截割状态屏

幕进入截割控制流程屏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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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割控制流程屏幕显示截割系统的遥控指令， JNA解译，和

JNA输出指令信号。如果司机使用遥控器发出一个指令，在此屏幕上

的相应的遥控按钮将高亮显示。如果 JNA Face boss 系统收到指令，

屏幕上相应的控制器解译将高亮显示。 如果指令解译成功， 屏幕上相

应的控制器输出指令发送（ sent ）指示器将高亮显示。如果 JNA Face 

boss 系统收到了要实现功能得电的确认信号，相应的控制器输出指

令正常（ ok）指示将高亮显示。

2.4.3   截割诊断屏幕

2.4.3.1   左截割诊断屏幕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左截割诊断屏幕的例子。 点击一下菜单条上的

左诊断（ LEFT DIAGNOSTICS）按钮，将从截割状态屏幕切换到截割左

诊断屏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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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截割诊断屏幕显示影响左截割操作的电气回路和部件的图像

符号。

起动条件，起动和运行区显示起动和运行回路的故障和工作条

件。工作条件后的绿色块指示此条件在正常工作状态， 闪烁的红色块

指示此工作条件在故障状态。 黄色块指示此条件在故障状态， 但是此

条件已经通过设定参数进行屏蔽。

如果任一部件状态块显示黑色， 相应部件未工作。 隔离漏电状态

块显示无载漏电（ EL）检测回路的隔离状态。绿色指示隔离 EL得电。

白色指示隔离 EL失电。电机停机后，隔离 EL继续保持失电 5 秒。

“无 RTD跳闸”起动条件用于显示任一 RTD跳闸。当出现一个

RTD跳闸时，此区域的文本将变成使电机跳闸的特定的 RTD。如果超

过一个 RTD跳闸，屏幕将显示在 RTD跳闸状态行上第一个激活的跳闸。



JNA FACEBOSS 煤机屏幕

起动 /运行工作条件区包括无左电机电流，无左接触器输入。当

这些工作条件正常（绿色） ，JNA控制器发出起动指令和一个起动延

时指令。电机起动前，发出声响报警时，起动延时指令激活。可通过

参数调整此时间延时。

当左截割电机运行时， 电机运行指示变绿。 当左截割电机不带电

时，电机运行指示为白色。

如果煤机装有不带电漏电检测系统， 隔离漏电指示器显示隔离回

路状态。绿色指示左截割不带电漏电隔离继电器输出已得电， 且左截

割不带电漏电隔离反馈输入已检测到继电器输出得电。 白色指示一个

或两个不带电漏电点丢失。

如果煤机装有水流量和压力传感器， 要等到泵电机得电以后， 才

检测水输入信号。

点击急停诊断（ ESR DIAGNOSTICS）按钮来查看 JNA控制器诊断

屏幕。此屏幕显示急停继电器和期待条件继电器控制回路的状态， 用

于查找故障。

点击泵诊断（ PUMP DIAGNOSTICS）按钮来查看泵诊断屏幕。此屏

幕显示泵控制回路的状态，用于查找故障。

如果系统装有破碎机，司机可以点击破碎机诊断（ LUMPBREAKER 

DIAGNOSEICS）按钮来查看破碎机诊断屏幕。此屏幕显示破碎机控制

回路的状态，用于查找故障。

2.4.3.2   右截割诊断屏幕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右截割诊断屏幕的例子。 点击一下菜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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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右诊断（ RIGHT DIAGNOSTICS）按钮，将从截割状态屏幕切换到

截割右诊断屏幕。如下图所示

右截割诊断屏幕显示影响右截割操作的电气回路和部件的图像

符号。

起动条件，起动和运行区显示起动和运行回路的故障和工作条

件。工作条件后的绿色块指示此条件在正常工作状态， 闪烁的红色块

指示此工作条件在故障状态。 黄色块指示此条件在故障状态， 但是此

条件已经通过设定参数进行屏蔽。

如果任一部件状态块显示黑色， 相应部件未工作。 隔离漏电状态

块显示无载漏电（ EL）检测回路的隔离状态。绿色指示隔离 EL得电。

白色指示隔离 EL失电。电机停机后，隔离 EL继续保持失电 5 秒。

“无 RTD跳闸”起动条件用于显示任一 RTD跳闸。当出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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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D跳闸时，此区域的文本将变成使电机跳闸的特定的 RTD。如果超

过一个 RTD跳闸，屏幕将显示在 RTD跳闸状态行上第一个激活的跳闸。

起动 /运行工作条件区包括无右电机电流，无右接触器输入。当

这些工作条件正常（绿色） ，JNA控制器发出起动指令和一个起动延

时指令。电机起动前，发出声响报警时，起动延时指令激活。可通过

参数调整此时间延时。

当右截割电机运行时， 电机运行指示变绿。 当右截割电机不带电

时，电机运行指示为白色。

如果煤机装有不带电漏电检测系统， 隔离漏电指示器显示隔离回

路状态。绿色指示右截割不带电漏电隔离继电器输出已得电， 且右截

割不带电漏电隔离反馈输入已检测到继电器输出得电。 白色指示一个

或两个不带电漏电点丢失。

如果煤机装有水流量和压力传感器， 要等到泵电机得电以后， 才

检测水输入信号。

点击急停诊断（ ESR DIAGNOSTICS）按钮来查看 JNA控制器诊断

屏幕。此屏幕显示急停继电器和期待条件继电器控制回路的状态， 用

于查找故障。

点击泵诊断（ PUMP DIAGNOSTICS）按钮来查看泵诊断屏幕。此屏

幕显示泵控制回路的状态，用于查找故障。

如果系统装有破碎机，司机可以点击破碎机诊断（ LUMPBREAKER 

DIAGNOSEICS）按钮来查看破碎机诊断屏幕。此屏幕显示破碎机控制

回路的状态，用于查找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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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破碎机状态人机界面

2.5.1   破碎机状态屏幕

显示可选择的破碎机状态屏幕，使用 JNA FACEBOSS 主屏幕并点

击破碎机部件按钮。 或者点击其他屏幕下边缘的破碎机按钮。 如果采

煤机上安装了破碎机，破碎机将显示下列破碎机状态屏幕。

破碎机电机概览部分显示三相电机电流中最高的电流值， 以摄氏

度为单位显示 RTD温度，电机过电流跳闸的次数，堵转跳闸的次数，

RTD温度跳闸的次数和电机的运行时间。

2.5.2   破碎机过载屏幕

如果破碎机电机电流达到 90%的堵转过载设定电流，堵转过载报

警指示高亮显示。 堵转过载跳闸指示亮， 表明破碎机电机以达到其堵

转过载的设定电流。如果破碎机电机电流达到 90%的过电流过载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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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流，过电流过载报警指示高亮显示。过电流过载跳闸指示亮，表明

破碎机电机因过电流过载跳闸。 当破碎机电机温度达到其温度过载设

定值的 90%时，RTD温度报警指示高亮显示。如果 RTD温度跳闸指示

亮，表明破碎机电机温度已达到其温度过载参数设定值。 跳闸计数文

本块显示电机因堵转或过电流过载跳闸的次数。

跳闸点指示显示了过电流过载的设定值。 相不平衡显示了破碎机

电机相不平衡的百分数。 不平衡过载参数是过电流过载特性的一项功

能。不平衡过载参数的设定值越大， 相不平衡对过电流过载的影响越

大，从而减小过电流跳闸的时间。如果不平衡过载参数设定为 0%，

不平衡对过电流过载特性将没有影响。 影响过电流过载的最小不平衡

参数设定为 1%，最大为 10%。

对于每台电机， 跳闸点显示器显示了温度过载设定值。 每台电机

的棒图显示了 RTD传感器的实际温度。

过电流过载监控器的棒图显示截割电机每一相的交流电流。 每一

棒图的显示为实际的电流值。 百分数的值是实际电流值与过电流过载

设定电流的比值。棒图的右侧的指示器显示了每台破碎机电机的过电

流过载状态。如果过电流过载指示达到满刻度，破碎机电机将跳闸。

一旦出现过电流过载跳闸， 要经过 4分钟的冷却延时， 才能重新起动

电机。显示“过电流过载！！240秒以后再起动电机。”该值随时间的

减少而减少。

点击屏幕底部任一个趋势（ trend ）按钮，将显示相应的破碎机

电机的三项电流趋势屏幕。趋势屏幕内容请参考泵过载屏幕章节。



JNA FACEBOSS 煤机屏幕

点击相应的复位跳闸计数器（ reset trip count）按钮，清除破

碎机电机过电流过载跳闸计数。 但是必须输入用户级密码， 才能复位

跳闸计数器

2.5.3   破碎机控制流程屏幕

点击一下菜单条上的控制流程（ CONTROL FLOW）按钮，可以从破

碎机状态屏幕切换到控制流程屏幕。如下图所示

破碎机控制流程屏幕显示截割系统的遥控指令， JNA解译，和 JNA

输出指令信号。 如果司机使用遥控器发出一个指令， 在此屏幕上的相

应的遥控按钮将高亮显示。如果 JNA Face boss 系统收到指令，屏幕

上相应的控制器解译将高亮显示。 如果指令解译成功， 屏幕上相应的

控制器输出指令发送 （sent ）指示器将高亮显示。 如果 JNA Face boss

系统收到了要实现功能得电的确认信号， 相应的控制器输出指令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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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指示将高亮显示。

2.5.4    破碎机诊断屏幕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破碎机诊断的例子。 点击一下菜单条上的诊断

（DIAGNOSTICS）按钮，可从状态屏幕切换到诊断屏幕。如下图所示

启动条件，起动，运行三个区域显示了破碎机启动和运行回路的

故障和运行条件。

工作条件后的绿色块指示此条件在正常工作状态， 闪烁的红色块指示

此工作在故障状态， 黄色的状态快表示该起动条件处于故障状态， 但

该条件已经通过设定参数进行屏蔽。

起动条件中的“无 RTD跳闸”，屏幕将显示任一 RTD跳闸，当出

现任一 RTD跳闸时，该区域的文本将变成使电机跳闸的特定 RTD。如

果有超过一个 RTD跳闸出现，屏幕将在 RTD跳闸状态行显示第一个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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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 RTD跳闸。

起动 /运行工作条件区包括无电机电流，无接触器输入。当这些

工作条件正常（绿色），JNA 控制器发出起动指令和一个起动延时指

令。电机起动前，发出声响报警时，起动延时指令激活。可通过参数

调整此时间延时。

当左截割电机运行时，电机运行指示变绿。当牵引电机不带电时，

两个指示器为白色。

如果煤机装有不带电漏电检测系统， 隔离漏电指示器显示隔离回

路的状态。绿色指示破碎机不带电漏电隔离继电器输出得电， 且破碎

机不带电漏电隔离反馈输入已检测到继电器输出得电。 白色指示一个

或两个不带电漏电点丢失。

如果煤机装有水流量和压力传感器， 待泵电机的电以后， 才检测

水输入信号。

点击急停诊断（ ESR DIZGNOSTICS）按钮来查看 JNA控制器诊断

屏幕。此屏幕显示急停继电器和起动条件继电器控制回路， 用于查找

故障。

点击泵诊断（ PUMP DIAGNOSTICS）按钮来查看泵诊断屏幕。此屏

幕显示泵控制回路，用于查找故障。

如果系统装有破碎机，司机可以点击破碎机（ LUMPBREAKER 

DIAGNOSTICS）按钮来查看破碎机诊断屏幕。此屏幕显示破碎机控制

回路的状态，用于查找故障。

2.5.5   破碎机自动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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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一下菜单条上的破碎机自动（ AUTO LUMPBREAKER）按钮，将

从破碎机状态屏幕切换到破碎机自动屏幕。

如果安装有破碎机， 系统能自动控制破碎机的某些功能。 司机可

以使用向导来使能 /禁止不同的破碎机自动功能。执行以下步骤，运

行修改破碎机设定向导：

1、点击修改设定（ CHANGE SETTING）按钮。系统起动“修改破

碎机设定”向导。

2、回答屏幕的问题，点击是或否，然后选择：

·Back 返回 – 点击返回按钮返回先前的屏幕。

·Next 下一步 – 点击取消按钮，进入最终确认屏幕。

·Cancel 取消 – 点击取消按钮，退出向导，无修改。

修改破碎机设定向导，可以控制下列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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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破碎机自动特性开 /关。

·当进入机头 /机尾端头时，停止破碎机电机。

·当进入机头 /机尾端头时，升破碎机。

·离开机头 /机尾端头时，降破碎机。

·当破碎机臂动作时，发出声响报警。

· 设定破碎机臂的动作时间。

2.6 JNA控制器人机界面

2.6.1   JNA 控制器状态屏幕

从 JNA FACEBOSS 主页面屏幕上点击 JNA控制器图标来显示

JNA控制器状态屏幕。或点击其他任何屏幕底部的 JNA控制器图标。

如下图所示

JNA控制器状态屏幕显示 JNA FACEBOSS 系统部件的通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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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屏幕显示了显示计算机、 控制器（CCU）、远程输入 /输出模块（RIO）、

电机电流互感器（MCT）、左右输入输出模块（DIOM）、左右变频器（VFD）、

通用输入 /输出模块（ GIO）、左右遥控器和 JOS系统状态。

JNA控制器状态屏幕也显示这些部件间的通讯状态。点击任一部

件，可查看该部件的状态。 如果部件的通讯链接故障，相应的部件状

态块将红色闪烁。

如果 CCU和显示计算机间的通讯丢失， CCU的轮廓线将红色闪烁，

通讯网络图将显示红色。此现象通常表明， CCU未运行、有故障、或

显示计算机未连接到 CCU。给煤机重新上电，看能否清除故障。

如果从遥控器（HXX）到接收器 (MMX)的数据不完整，或没有数据，

通讯网络将显示红色。 如果此错误出现， 可打开操作遥控状态屏幕以

获取故障诊断信息。

2.6.2   JAN 控制器诊断屏幕

在急停继电器诊断屏幕显示了一个继电器吸合条件列表，要使

ESR继电器得电，首先要满足这些条件。此屏幕也有一个与实际电路

接线相对应的电路图， 电路图上有多个电压反馈 I/O 点，有助于此电

路的故障查找。

点击菜单条上的诊断按钮， 从 JNA控制器状态屏幕切换到 JNA控

制器诊断屏幕。此外在泵和液压诊断屏幕或在两个截割电机诊断屏幕

上点击 ESR诊断屏幕，也能显示此屏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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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R继电器得电前，所有的 SRE起动条件都必需满足，且数据检

查继电器（DCR,在 CCU的内部）的负载侧有控制电压。 按下起动（ON）

和驻车（ HALT TRAM）按钮，使 CCU得 DCR继电器得电，其接点闭合。

JNA Face Boss系统通过 RIO J 模块的输出信号使 SER起动条件继电

器得电。接收器（MMX）输出使 ESR2继电器得电。当 SER继电器得电，

闭合其接点后，控制电压将通过 SER继电器的接点到 ESR继电器的线

圈。当 ESR2继电器得电，闭合其接点后，控制电压到达 ESR继电器

接点。一旦 ESR继电器得电，其自己的接点将使此电路自保。 SER输

出是瞬间的。一旦 JNAFaceBOSS系统检测到任一 MCT的 ESR后反馈信

号，系统将断开 SER输出。

JNA控制器诊断屏幕包括一个起动继电器条件区域和一个 ESR电

路图区域，此电路图表示用于控制 ESR继电器的电气回路和部件。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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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回路必需正常才能使 ESR继电器得电。绿色的显示表示相关的工作

条件正常。红色的显示表示有故障条件。 黑色的显示表示无相关的工

作条件。

点击截割电机诊断按钮， 显示一台截割电机的诊断屏幕。 点击泵

诊断按钮显示和液压诊断屏幕。

以下列出了 ESR继电器得电前必须满足的 SER起动条件：

左遥控数据 -如果（通过遥控器选择设置）选中左遥控器， JNA 

Face Boss系统必须检测到此遥控器的有效数据。如果没有选中左遥

控器， JNA Face Boss 系统一定不能检测到此遥控器的信息。

右遥控数据 -如果（通过遥控器选择设置）选中右遥控器， JNA 

Face Boss系统必须检测到此遥控器的有效数据。如果没有选中右遥

控器， JNA Face Boss 系统一定不能检测到此遥控器的信息。

JNA-CCU通过所有的自检，且状态正常。

控制电压跳闸 -控制变压器的控制电压在正常范围内。

ESR指令 -按下遥控器上的起动（ ON）和驻车（HALT TRAM）按钮。

SER输出 -满足所有的 SER起动条件，按下起动（ON）和驻车（HALT 

TRAM）按钮， JNA Face Boss 系统有（ RIO J 模块）输出信号使 SER

继电器线圈得电。

默认参数 -参数已经过授权人员修改，以便操作煤机。

以下列出了使 ESR继电器得电并保持得电状态所要满足的 ESR条

件：

控制电压 -右控制电压，且显示计算机已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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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检查继电器电源 -CCU的 DCR继电器的电源侧有控制电压，

可通过 CCU的端子排 TB4端子 2检测。

DCR输出 -CCU的 DCR继电器的输出侧有控制电压， 可通过 CCU的

端子 1检测。司机发出 ESR/泵电机起动指令后，此继电器将闭合。

SER、ESR2和 ESR接点符号 -这些符号代表 SER、ESR2和 ESR继

电器的接点。

SER后线路 -SER继电器或 ESR继电器已闭合，且 SER或 ESR继电

器接点的输出侧已有控制电压，可通过 RTO J模块的端子 2B3检测。

ESR后线路 -ESR继电器已闭合， 任一，或所有的煤机 MCT的端口

B都有控制电压，可通过每个 MCT的端口 B插针 2 检测。每个 MCT都

有一个内部的继电器。此继电器用于把控制电压由端口 B接到端口 C，

以使电机接触器带电。

2.6.3   JAN 控制器 CCU计时表屏幕

点击菜单条上的计时表按钮，从 JNA控制器状态屏幕切换到 JNA

控制器 CCU计时表屏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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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控制器 CCU计时表屏幕显示与煤机相关的计时。当相关的功

能开始工作后， 计时表图标的指针开始转动。 当相关的功能停止工作

后，计时表图标显示“ 0”（表停止工作）。点击计时表，显示计时表

修改屏幕，可用于复位计时表。注意：必须输入一个用户级的密码，

才能修改计时表。

点击一下计时表，可从 JNA控制器 CCU计时表屏幕进入修改计时

表屏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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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下步骤修改计时表：

1、点击想要修改的小时、分钟、或秒区域。

2、输入想要设定的数值。点击清除当前输入区（ CLEAR ACTIVE 

ENTRY FIELD）按钮，清除此区域。点击取消设定（ CANCEL SETTING）

按钮，取消设定值。

3、当输入了设定时间，点击保存退出（ SAVE AND EXIT）按钮。

2.6.4   JNA 控制器软件版本和计算机应用屏幕

点击菜单条上的软件版本按钮，从 JNA控制器状态屏幕切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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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A控制器软件版本（ SOFTWARE VERSIONS）屏幕。

JNA控制器软件版本屏幕，显示 JNA显示计算机和 CCU控制器的

软件版本。

点击菜单条的计算机应用（ COMPUTER UTILITIES）按钮，从 JNA

控制器状态屏幕切换到 JNA控制器计算机应用屏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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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使用 JNA控制器计算机应用屏幕保存和恢复重要的 CCU

数据。如果更换 CCU软件或硬件，有必要恢复这些数据。屏幕顶部的

图块代表控制器和显示计算机，箭头指示了数据传输的方向。

保存到显示计算机图块允许用户选择把 CCU参数或 CCU计时表数

据保存到显示计算机。如果发生 CCU故障，这将作为备份。

点击 CCU参数（CCU PARAMETERS）按钮，把 CCU参数设定保存到

显示计算机。

点击 CCU计时器表（ CCU HOUR MERERS）按钮，把 CCU计时表设

定值保存到显示计算机。

从显示计算机恢复图块允许用户把保存在显示计算机的 CCU数

据恢复到 CCU（或更换到 CCU）。

点击 CCU参数（CCU PAREMETERS）按钮，从显示计算机向 CCU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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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参数设定。

点击 CCU计时表（ CCU HOUR METERS）,从显示计算机向 CCU恢复

计时表设定。

如果系统配有以太网开关，点击设置以太网开关（ CONFIGURE 

ETHERNETSWITCH）按钮，进入设置屏幕。

点击修改当前的日期和时间（ CHANGE CURRENT & TIME）按钮，

修改日期和时间设定。 弹出修改当前日期和时间屏幕。 输出工程数据

（EXPORT ENGINEER DATA）按钮，可把电机电压和电流随时间的记录

下载到 U盘上，用于在地面上查看。使用可以查看 CSV文件的程序，

如果 Microsoft Excel 。

点击查看参数修改记录（ VIEW PARAMETER CHANGE LOG）按钮，

查看参数修改记录屏幕。

点击更新显示计算机软件（ UPDATE DC SOFTWARE）按钮，重新安

装硬盘上原装的显示计算机软件。

点击 YES(确认 )按钮开始安装原软件。 然后按照本手册的软件屏

幕部分中软件更新步骤进行安装。

要下载煤机参数，点击输出参数到 USB（EXPORT PARAMETERS TO 

USB）按钮，系统将下载煤机参数到 USB接口。

有四个标有“仅供工程部使用”的按钮。分别为： SCADA系统按

钮、控制器任务按钮、显示计算机按钮以及软件调试按钮。这些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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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工程部使用。

2.6.5   参数修改记录屏幕

参数修改记录屏幕显示参数、 每个旧值、新值和测量单位的列表，

也列出了修改参数的用户密码级别和用户最近修改参数的时间。 如下

图所示

2.6.6   JNA 控制器 MCT屏幕

点击一个 MCT（CCT、DCT、BCT、ACT或 GCT），从 JNA控制器状

态屏幕切换到 JNA控制器 MCT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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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以通过 JNA控制器 MCT屏幕查看每台电机 MCT块的 I/O 状

态和通讯链接状态。点击某个电机 MCT符号，可显示其 MCT块的状态。

每个 MCT通过 interbus 与 CCU通讯。 RIO模块和全部的 MCT都

串连在一起。如果到某一部件的通讯丢失， 此部件后面的所有部件的

通讯也将丢失。如果出现通讯故障，给控制系统重新上电，恢复通讯

链接。

绿色的状态块表示相关功能有输入或输出。 灰色的状态快表示相

关功能没有输入或输出。 点击 MCT符号，可查看 MCT的电机电流，RTD

温度，或所有 MCT的接触器输出信号。 选中的 MCT的信息内容将显示

在屏幕底部的右侧。

对于相电流读数，屏幕显示电流数值。如果电机装有 RTD,屏幕

在相电流值的下方也显示 RTD温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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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JNA 控制器 RIO屏幕

点击 RIO模块符号，从 JNA控制器状态屏幕切换到 JNA控制器

RIO模块屏幕。如图所示

JNA控制器 RIO屏幕显示 RIO(远程输入 /输出 )的功能。它接收控

制开关的输入信号，温控器输入信号，和位置传感器输入信号。它还

控制继电器和 LED得电。

连接器 1区域状态块和链接器 2区域状态块显示使用的数字输入

信号和它们所监测的相应的端子的输出信号。如果 JNA FACEBOSS 系

统检测到相应端子的输入电压，对应的 I( 输入 )状态块（插针电压状

态块）将变绿。如果 JNA FACEBOSS 系统输出指令控制端子的状态，

对应的 O(输出 )状态块 (输出状态块 )将变绿。

如果没有输入或输出， 其相应的状态块将变黑。 灰色显示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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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不会高亮显示，因为它们没有对应的功能。

没有状态块的每一个区域都是一个模拟量输入电路。 模拟量输入

来自主变压器 RTD，角度计，俯仰传感器，进线电压变送器，摇摆传

感器，和控制电压变送器。

显示的模拟量值是经过换算的相应模拟输入。 换算值是 CCU控制

器把初始电压转换到不同的工程单位后的值。

2.6.8   JNA 控制器左 /右 DIOM屏幕

点击左 DIOM模块符号，从 JNA控制器状态屏幕，切换到 JNA控

制器左 DIOM屏幕。如图

JNA控制器左 DIOM屏幕显示左 DIOM的功能，其用于控制煤机左

侧液压部件。

屏幕显示每个液压功能输出的状态。 每个输出的输出块或输出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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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块显示控制输出的 JNA FACEBOSS 系统指令。输入块或输入状态块

显示与液压电磁阀相连的插针是否有电压。这是验证输出得电的反

馈。

点击右 DIOM模块符号，从 JNA控制器状态屏幕，切换到 JNA控

制器右 DIOM屏幕。如图

JNA控制器右 DIOM屏幕显示右 DIOM（数字输出模块）的功能，

其用于控制煤机右侧液压部件。

屏幕显示每个液压功能输出的状态。 每个输出的输出块或输出状

态块显示控制输出的 JNA FACEBOSS 系统指令。输入块或输入状态块

显示与液压电磁阀相连的插针是否有电压。这是验证输出得电的反

馈。

左右 DIOM通过 canbus总线与 CCU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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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JNA 控制器左右 GIO屏幕

点击 GIO 1 模块符号，从 JNA控制器状态屏幕切换到 JNA控制

器 GIO 1  屏幕。如图

左通用输入 /输出模块（ GIO）为煤机左侧传感器，温度开关，流

量开关和到 CCU得其它部件提供本安输入接口。屏幕显示监测左侧 D

齿轮传感器，左侧 SIRSA复位，左侧油位，左侧油温，左侧摇臂温度，

左侧截割滚筒水流量，和左侧截割滚筒水压的通道是否有输入信号。

屏幕也显示实际的仪表读数和 RTD输入信号和模拟值。

如果 JNA FACEBOSS 系统在通道 DI( 数字输入 )监测到电压， 相对

的状态块将变绿。如果 JNA FACEBOSS 系统发出输出 DO（数字输出）

指令，相对的状态块将变绿。如果没有输入或输出，其相应的状态块

将变黑。灰色的状态块不会高亮显示，因为它们没有相对应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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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GIO测试（GIO TEST）按钮，从 JNA控制器左 GIO1屏幕切

换到 JNA控制器 GIO测试屏幕。

JNA控制器 GIO测试屏幕为 GIO自动测试提供控制和状态 /结果

指示。操作人员可用此功能排查 GIO通讯故障。该测试让每个 GIO接

口单独得电，以判断特定接口有无接线短路现象。

1、在 JNA控制器 GIO测试屏幕上，点击 GIO测试模式（GIO TEST 

MODE）按钮。

2、观察屏幕上关于左、右 GIO模块的指示。以下对每个指示进

行简要说明：

·灰色 -正在执行测试，且系统正在等待测试结果。所有通道在

测试开始时均显示灰色指示。

·红色 -测试失败 /表明该通道接线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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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通过测试 /表明该通道运行正常。

·黄色 -表明 GIO或 CCU内部故障。

3、再次点击 GIO测试模式（ GIO TEST MODE）按钮，退出测试模

式。除非操作人员退出测试模式， 否则系统会继续重复运行测试功能。

点击右 GIO 模块符号，从 JNA控制器状态屏幕切换到 JNA控制

器右 GIO屏幕。

右通用输入 /输出模块（ GIO）为煤机右侧传感器，温度开关，流

量开关和到 CCU得其它部件提供本安输入接口。屏幕显示监测左侧 D

齿轮传感器，右侧 SIRSA复位，右侧油位，右侧油温，右侧摇臂温度，

右侧截割滚筒水流量，和右侧截割滚筒水压的通道是否有输入信号。

屏幕也显示实际的仪表读数和 RTD输入信号和模拟值。

如果 JNA FACEBOSS 系统在通道 DI( 数字输入 )监测到电压， 相对

的状态块将变绿。如果 JNA FACEBOSS 系统发出输出 DO（数字输出）

指令，相对的状态块将变绿。如果没有输入或输出，其相应的状态块

将变黑。灰色的状态块不会高亮显示，因为它们没有相对应的功能。

左 GIO和右 GIO通过 RS485 Modbus 总线与 CCU通讯，一个本安

电源给 GIO供电。通讯总线经本安隔离栅隔离。

2.7 操作界面

2.7.1 操作控制状态屏幕

在 JNA FACEBOSS 主页屏幕点击遥控器符号，或其他任何屏

幕的底部点击遥控器按钮，可打开操作遥控状态屏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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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遥控状态屏幕显示两个遥控器的图形。 LNA Face Boss解译

每个遥控器的数据输入信号，来判断遥控器是否工作正常。

按下激活的遥控器上的每一个按钮， 其对应的在操作遥控状态屏

幕遥控器图形的按钮应高亮显示。 如果对应的按钮不亮，遥控器（HHX）

工作不正常。

如果遥控器部发送数据或 Face Boss 系统为收到，双向遥控器

（HHX）符号将变为红色。如果遥控器输出数据且 Face Boss 系统能

接收到，遥控器符号旁边显示一个绿色的“激活（ ACTIVE）”指示。

用遥控器选择开关（ Station Selector Switch ）选择激活的遥

控器。

2.7.2   操作遥控功能屏幕

点击菜单条的遥控功能（ REMOTE FUNCTIONS）按钮，从遥控器状



JNA FACEBOSS 煤机屏幕

态屏幕切换到操作遥控功能屏幕。如图

操作遥控功能屏幕以图形形式显示遥控器上每个按钮的控制功

能。

操作人员可通过单击切换遥控功能（ TOGGLE REMOTE FUNCTION）

按钮，在几个附加信息屏幕间切换。 详细信息，参考双向遥控器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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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工作温度屏幕

点击菜单条的温度 （TEMPERATURES）按钮，从操作遥控状态屏幕

切换到操作温度屏幕。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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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温度屏幕显示煤机不同部件的温度， 包括：电控箱、泵电机、

截割电机、牵引电机、逆变器、 VFD整流模块、动力变压器和摇臂轴

承的温度。

司机可以在此屏幕查看这些关键部件的正常工作温度、 过热信号

和因为过热停机或异常低的温度造成故障停机的信号。

2.7.4   操作维护屏幕

点击菜单条的维护按钮， 从操作遥控状态屏幕切换到操作维护屏

幕。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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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维护屏幕包含几个按钮， 对应各种维护功能， 下表列出了这

些按钮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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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   操作维护屏幕电机状态块

在操作维护屏幕的底部有电机使能 /禁止控制按钮和电流互

感器测试状态块。

在这些控制按钮和状态块位于他们所控制或显示的部件图标的

正上方。

这些控制按钮和状态块的功能如下。 注意步骤号与图中插图的编

号相同：

1. 点击电流互感器测试（ CURRENT SENSOR TEST）按钮，对煤机

上所有的智能电流互感器进行测试。注意每次起动时， Face Boss系



JNA FACEBOSS 煤机屏幕

统都执行电流互感器测试。

2.此状态块显示左泵 MCT电流互感器的测试状态， 绿色  = 通过，

红色  = 故障。

3.此状态块显示右泵 MCT电流互感器的测试状态， 绿色  = 通过，

红色  = 故障。

4.控制按钮显示左牵引电机的使能 /禁止状态。点击此按钮，可

以禁止点击使用。绿  = 使能，红  = 禁止。煤机重新上任后，电机被

重新使能。

5.控制按钮显示右牵引电机的使能 /禁止状态。点击此按钮，可

以禁止电机使用。绿  = 使能，红  = 禁止。煤机重新上任后，电机被

重新使能。

6.此状态显示左截割电机的使能 /禁止状态，点击此状态块以禁

用电机。绿  = 使能，红  = 禁止。煤机重新上任后， 电机被重新使能。

7. 此状态显示右截割电机的使能 /禁止状态，点击此状态块以禁

用电机。绿  = 使能，红  = 禁止。煤机重新上任后， 电机被重新使能。

8.此控制按钮显示破碎机电机的使能 /禁止状态。点击此按钮可

以禁止电机使用。绿  = 使能，红  = 禁止。煤机重新上任后，电机被

重新使能。

9. 此状态块显示左截割 MCT电流互感器测试的状态，绿  = 通

过，红  = 故障。

10. 此状态块显示右截割 MCT电流互感器测试的状态，绿  = 通

过，红  = 故障。



JNA FACEBOSS 煤机屏幕

11. 此状态块显示破碎机 MCT电流互感器测试的状态，绿  = 通

过，红  = 故障。

2.7.6  遥控操作控制流程屏幕

点击菜单条的控制流程按钮， 从操作遥控状态屏幕切换到操作控

制流程（ CONTROL FLOW）屏幕。

操作控制流程屏幕显示遥控器遥控指令、 JNA控制器解译和 JNA

控制器输出指令信号。 当司机使用左或右遥控器发出一个指令， 屏幕

遥控器上对应的按下的按钮将高亮显示。

如果 JNA Face Boss系统接到指令信号，屏幕上对应的遥控器解

译状态块将高亮显示。 此外，控制器输出指令信息块将显示 JNA Face 

Boss系统根据遥控器输入信号而发出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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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参数界面

JNA  Face boss 系统有参数屏幕，司机可通过此屏幕改动默认

设定值，或修改影响煤机特定功能的特定变量。 每个参数屏幕包括煤

机功能的一个分类，例如截割系统，牵引系统或操作系统，如下图所

示。为打开特定系统的参数屏幕，首先打开此系统的所有屏幕，然后

点击屏幕边部的工具条上的参数按钮。 点击一个参数，打开参数屏幕，

此屏幕还包括与参数相关的帮助文本。

每个参数块包括特定参数的设定值， 参数的实际值， 和开或关设

定对应的数值。点击相应的按钮，显示相关的参数屏幕，改动特定的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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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部件参数设置为默认值按钮， 把系统部件的所有参数都设定

成工厂默认设定值。 点击所有参数设置为默认值按钮， 把所有的煤机

参数设定成工厂默认设定值。

尽管每个参数屏幕的参数设定值都不同， 但修改每个参数值的步

骤都是一样的，其步骤如下。

1、点击相关的参数按钮，显示参数屏幕。

2、点击与想要设定的参数设定值对应的数字按钮。

3、点击默认值（ DEFAULT VALUE）按钮，取消参数改动。

4、点击取消参数（ CANCEL PARAMETER）按钮，取消参数改动。

5、点击确认参数（ ACCEPT PARAMETER）按钮，确认参数。

屏幕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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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自动控制操作人机界面

2.9.1 记忆割煤状态屏幕

在 JNA FACEBOSS主页面点击自动图标。或在其它任何屏幕的底

部点击自动图标，都可以打开记忆割煤状态屏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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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记忆割煤状态屏幕显示以自动模式运行的煤机的实际状态。

屏幕顶部的区域显示前次俯仰和摇摆角度。

屏幕的左侧和右侧显示左右摇臂的高度。顶部截齿高度值（ TOP 

PICKS）是以毫米为单位的从滚筒截齿的顶部到溜槽地板的实际距离。

滚筒中心值（CENTER）是以毫米为单位的从滚筒的中心到溜槽地板的

实际距离。底部截齿高度值（ BOTTOM PICKS）是以毫米为单位的从截

齿底部到溜槽地板的实际距离。基准高度值（ REFERENCE）是以毫米

为单位的从滚筒的中心到零基准线的实际距离。 此基准线在程序差基

准区间，用于区间的运行。

屏幕中上部的图形是代表了当前的支架号。 此值显示工作面那一

支架最靠近煤机的中心。

在屏幕总部左侧的区间区域显示了工程和地板数据。 过程值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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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表中煤机正在运行的区间的编号。 地板值是以毫米为单位的从尾滚

筒的底缘到溜槽底板的实际距离，这个值可能为正值或负值。

在屏幕中部右侧是采高区域， 显示需要采高和现在正在进行中的

回采的实际垂直高度。这个值的计算需要相关的尾滚筒的当前位置。

在支架图形的下面有三个特性状态块。 PRE-AUTO状态块为绿色，

指示改变方向后， 煤机的行走距离不超过一个煤机的全长。 如果切深

控制特性限制尾滚筒的垂直移动， 切深控制状态块为绿色。 每层走向

角（SEAM PITCH）状态块为绿色，指示煤层走向角补偿特性调节截割

臂的角度，以适应实际的煤机开采的煤层的角度。

2.9.2 角度和高度屏幕

点击菜单条上的角度和高度（ ANGLES AND HEIGHTS）按钮，从记

忆割煤状态屏幕切换到角度和高度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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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和高度屏幕显示以自动模式运行的煤机摇臂的角度和高度。

屏幕的左侧和右侧以毫米为单位显示了左右摇臂的高度。

绝对值（absolute ）是以毫米为单位的从滚筒的中心到零基准线

的距离。相对值（relative ）是以毫米为单位的从滚筒的中心到溜槽

底板的距离。基准值（ reference ）是以毫米为单位的从滚筒的中心

到零基准线的距离，零基准线用于在记忆割煤模式下区间运行的基

准。滑靴值（shoe）是以毫米为单位的从滑靴到零基准线之间的距离。

摇臂角度值（ boom angle）是摇臂相对与水平的角度位置。

屏幕中间左侧为角度区域，显示摇臂，前次俯仰角的角度数据。

屏幕的中间右侧是区间区域， 显示过程表和底板数据。 过程值是过程

表中的当前煤机正在运行的区间编号。 底板值是以毫米为单位的从尾

滚筒到溜槽底板的实际距离，这个值可以为正值或负值。

屏幕的左下部是俯仰高度区域，显示以毫米为单位的俯仰高度。

屏幕右下部是支架区域，显示最靠近煤机中心的支架号。

2.9.3 自动控制流程屏幕

点击菜单条上的控制流程（ control flow ）按钮，从自动记忆割

煤状态屏幕切换到自动控制流程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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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制流程屏幕显示遥控指令， JNA解释和用于记忆割煤模式

运行的 JNA输出指令信号。

如果司机使用遥控器发出一个指令， 在此屏幕上的被按下的相应

的遥控器按钮将高亮显示。如果 JNA FACEBOSS系统收到指令，屏幕

上相应的控制器解译将高度显示。 如果指令解译成功， 屏幕上相应的

控制器输出指令（ SENT）指示器将高亮显示。如果 JNA faceboss 系

统收到了要求实现的功能得电的确认信号， 相应的控制器输出指令正

常（ok）指示将高亮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