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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须知

敬告：在您安装和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

警告：非专业人员不得擅自开盖！

维修时不得改变本安电路和与本安电路有关的元、器件的电气参数、规格和型号！

严禁使用本说明书规定外的电池！

本安关联产品不得随意与其它未经检验的设备连接！

电池组充电应在井上安全场所进行，严禁在井下进行充电！

执行标准：GB3836.1-2010、GB3836.4-2010

执行标准：MT209-1990（抗干扰性和可靠性除外）、MT210-1990

执行标准：Q/TCMA-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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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仪器简介

1.1 简介

YHZ90/360（A）矿用本安型钻机开孔定向仪（以下简称“本仪器”）利用高精度陀螺仪来

测定钻机的方位角和倾斜角度，为钻机选定开口位置进行准确定位。钻机准备打钻前，可选择

基线寻北或自动寻北两种方式获得方位角，然后将本定向仪安装在钻机滑道上，调节钻机钻头

的方位角和倾角直到与设计相符。本仪器同时提供激光测距功能。

1.2 主要用途

1） 煤矿钻机开孔定向；

2） 井下激光测距。

1.3 产品分类

1.3.1 防爆型式

矿用本质安全型，标记为“Ex ib I Mb”。

1.3.2 结构形式：便携式

1.3.3 型号

Y H Z 90/360 （A） 型号

倾角 90°/方位角 360°

钻机开孔

本安型

仪器仪表

图1-1 型号示意图

1.4 产品组成

本仪器单套主要由定向仪主机，主机充电器，校准平台，平台支架及随机资料等组成，详

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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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产品 数量

1
YHZ90/360 矿用本安型钻机

开孔定向仪主机
1

2 充电器 1

3 底座夹具 1

4 校准平台 1

5 平台支架 1

6 说明书 1

7 航空机箱 2

8 煤安防爆证书 1

表1-1 组成清单

1.5 产品使用环境条件

1.5.1 在下列条件下能正常工作

1） 环境温度：0℃～+40℃；

2） 平均相对湿度：不大于95%（+25℃）；

3） 大气压力：80KPa～106KPa；

4） 无显著振动和冲击的场合；

5） 煤矿井下有甲烷和煤尘爆炸性混合物，但无破坏绝缘的腐蚀性气体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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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能承受的最恶劣的贮运条件

1） 高温：+60℃；

2） 低温：-40℃；

3） 平均相对湿度：95％（+25℃）；

4） 振动：加速度20m/s
2
；

5） 冲击：峰值加速度500m/s
2
。

1.6 供电电源及电池参数

1） 锰酸锂电池组参数：电池组标称电压DC11.1V，容量2000mAh（电池组由单节标称电压

3.7V/2000mAh的锰酸锂电池755673三节串联，再串联充放电保护电路板，整体浇封）；

2） 电池组开路电压：≤12.6V；

3） 电池组短路电流：≤1.6A；

4） 电池供电工作时间：≥8 h；

5） 工作电流：≤200mA。

1.7 方位角和倾角及误差

1） 方位角：测量范围0～360°，误差：±1.0°；

2） 倾角：测量范围±90°，误差：±1.0°。

1.8 功能

具有方位角、倾角测量和激光测距显示功能。

1.9 主机尺寸及重量

1） 外形尺寸（长×宽×高）：126×93×97.7mm；

2） 重量：约2.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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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外形尺寸图

第二章 检测仪操作说明

2.1 检测仪接口说明

本仪器主机一共有三个接口，位于仪器右侧面，分别为充电接口、开关按钮、光电旋钮，

如图3-1所示，具体说明如下：

1） 开关：开关仪器主机；

2） 充电：给机内电池充电；

3） 光电旋钮：通过扭动旋钮来控制菜单，旋转为选择，下按为确定。

图3-1 主机接口示意图



YHZ90/360(A)

矿用本安型钻机开孔定向仪

第 5 页

2.2 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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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自动寻北

1）在巷道内，在钻场就近找一个空旷的，距离四周锚杆锚网轨道等铁器均超过1m距离的位置；

2）打开定向仪主机，进入图4-1所示主界面；

图4-1 仪器主界面

3）自动寻北

架好仪器后（无需刻意调节水平），按下光电旋钮，返回仪器主界面，旋转光电旋钮至“自

动寻北”功能菜单上，如图4-2所示，按下光电旋钮进入自动寻北界面，如图4-3所示。点击“启

动寻北”，仪器内置高精度三维电子罗盘会读出一个定向角；仪器内置加速度陀螺仪会显示一

个默认参照角。然后将仪器保持在水平状态下平稳缓慢顺时针旋转360°后，查看“偏移差”

和“稳定度”，如图4-4、4-5所示，如果这两个参数均接近0，则表示当前寻北位置基本无干

扰，可直接点击“确认基准角”后点击“关闭寻北”。如果两个参数均较大，则需要更换位置

重复上述操作直至“偏移差”和“稳定度”参数接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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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仪器主界面 图4-3 自动寻北界面

图4-4 自动寻北界面 图4-5 自动寻北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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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向

完成基线寻北后，返回主界面，进入定向界面，如图4-6、4-7所示。将主机平稳拿到钻机

旁，期间不能关机，再通过配套的夹具将主机放置在钻机滑道上，保持激光灯那端朝向钻面。

便可通过定向界面上的俯仰角（Y）和方位角（Z）显示的角度实时查看钻机姿态，缓慢调节钻

机直至设计角度后，取下夹具和主机，关机，完成定向作业。

图4-6 仪器主界面 图4-7 定向界面

2.2.2 基线寻北

1） 在巷道内，在钻场附近找出巷道轴线标记线；

2） 打开定向仪主机，进入图4-8所示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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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仪器主界面 图4-9 调节水平界面

3） 调节水平

将水平调节平台放置在巷道轴线标记线的下方，将仪器放置在水平调节平台上，点击“调

节水平”功能菜单，进入调节水平功能项，如图4-9所示。仪器检测当前姿态并显示X与Y方向

的倾斜角度，Y方向为仪器轴线方向（倾斜角），X方向为与轴向垂直的方向（横滚角）。架好

三脚支架后，通过调节水平调节平台的调节螺母，同时观察倾斜角和横滚角，当两个角度值均

为0°时，即表明仪器处于完全水平状态。（实测过程中现场较为复杂，无法将两个角度值完

全调为0°，此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尽量接近0°）

4） 基线寻北

完成水平调节后，按下光电旋钮，返回仪器主界面，旋转光电旋钮至“基线寻北”功能菜

单上，如图4-8所示。基线对准：在校准平台上移动主机使得顶部激光线对准基准线后保持不

动。按下光电旋钮进入设定基准界面，如图4-10所示。此时，由于基准角为巷道中线方位角

“183”，在此界面输入“183”点击确定即可，如图4-11所示。设定完基准角后点击退出返回

主界面，如图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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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设定基准界面 图4-11 基线寻北界面

5） 定向

完成基线寻北后，返回主界面，进入“定向”界面，如图4-12、4-13所示。将主机平稳拿

到钻机旁，期间不能关机，再通过配套的夹具将主机放置在钻机滑道上，保持激光灯那一端朝

向钻面。便可通过定向界面上的俯仰角（Y）和方位角（Z）显示的角度实时查看钻机姿态，缓

慢调节钻机直至设计角度后，取下夹具和主机，退出定向界面，关机，完成定向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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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仪器主界面 图4-13 定向界面

2.2.3 激光测距

该功能为本仪器提供的除开孔定向功能外的测距功能。打开仪器，点击进入“激光测距”

界面，如图4-14、4-15所示，将前置测距激光对准被测物体表面，测距激光开始闪烁，便可以

读的距离值，测距精度可达0.001m。

2.2.4 打开激光

该功能为仪器前置激光和顶部激光自主开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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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仪器主界面 图4-15 激光测距界面

第三章 维护保养、使用注意事项

1） 在从校准台转移到钻机的过程中，切勿剧烈晃动或抖动定向仪，应轻拿轻放，否则影响定

向精度！

2） 本仪器为精密电子仪器设备，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防护，轻拿轻放，否则容易损坏，影

响正常使用。

3） 锰酸锂电池组在一次满充后大约能连续使用10小时左右，每次最好能使用到低于最低工作

电压时再进行充电，延长电池的正常使用寿命。

4） 使用过程中有问题时请及时联系经销商或生产厂家，切勿自行拆开修理。

5） 电池的维护保养方法：在日常工作中，电池电量在接近耗尽时充电，充电结束时充电指示

灯熄灭，充电应在地面安全通风场所进行；仪器在长期存放不用时，每间隔15天要检查一次仪

器的电池电量，电量不足须立即充电。电池禁止在无电状态下长时间存放，否则严重影响电池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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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包装、运输、贮存

4.1 包装

仪器采用纸箱包装，包装箱外应有“精密仪器，轻拿轻放”等标志。随机文件有：

1） 装箱单；

2） 产品合格证；

3） 产品使用说明书；

4） 防爆检验合格证复印件；

5） 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复印件；

6） 产品保修卡。

4.2 运输

包装后的仪器在避免雨雪直接淋袭的条件下，可适用于水运、陆运及空运等各种运输方式。

4.3 贮存

包装后的仪器应能在温度为-10℃～+40℃，相对湿度不大于90%的环境中储存1年。

第五章 开箱检查及售后服务

5.1 开箱检查

1） 开箱检查应对照装箱单是否与物品名称、数量相符。

2） 开箱时应注意不得损坏设备，开箱后应对照装箱单核对箱内部件是否相符，如有问题，请

及时与厂家或经销商联系。

5.2 售后服务

在用户遵守保管及使用规则的条件下，自发货之日起一年内如性能低于产品标准的规定，

制造厂负责免费修理或更换。对于超期使用损坏以及确因用户使用不当损坏的产品，应积极修

理，适当收取维修费用。仪器内已经无效的电池，公司负责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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