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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山东省煤矿智慧化建设和智能化改造论
坛上获悉，面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要求，
我省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加速建设“智能
煤矿”，全力打造“智慧行业”，加快实
现减人、提效、保安全，推动煤炭生产方
式根本性变革，推进全省煤炭行业高质量
发展。

煤炭作为我国能源支柱产业，历来是保
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压舱石”。大力实
施煤矿智慧化建设和智能化改造，既是我省

实现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新旧动能转
换的现实需要，也是山东能源人义不容辞的
使命担当。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我省煤炭业依靠科技创新，加大装
备升级改造，持续推进“四化”建设，全省
煤矿整体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截至目前，
已有50%以上的煤矿开展了智能化改造工
作，建成智能化采煤工作面20个、远程控制
切割掘进工作面4个，井下机器人、快速成
套掘进装备等一批先进技术装备得到推广应
用。

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经过多年的开
采，全省煤矿开采深度不断加大，开采条件
越来越复杂，受冲击地压、水、火、瓦斯、
煤尘等自然灾害威胁不断加剧，其中冲击地
压矿井42处，居全国之首；采深超千米矿井
20处，占全国的42 . 6%。加速建设“智能煤
矿”、全力打造“智慧行业”势在必行，迫
在眉睫。

本次论坛由山东省能源局、山东煤矿安

全监察局联合主办，以“绿色、智能、创
新、发展”为主题，旨在抢抓新一轮科技和
产业革命重大机遇，推动煤矿智慧化、智能
化由点上突破到面上推进，加快煤炭生产向
更安全、更高效、更集约的方向迈进，为能
源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当前，全国煤矿智慧化建设、智能化改
造序幕已经拉开。我省各项工作蹄疾步稳，
有序推进。对山东煤炭行业来讲，这是一次
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实现“弯道超车”的
重要机遇期。我省总的规划目标是，2022年
煤炭开采基本实现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
化，1/3以上工作面实现智能化开采，智能
化开采产量比重达到50%以上，生产管理系
统基本实现智能化远程可视控制，井下高危
岗位职工人数减少30%。各煤炭企业及所属
煤矿都要制订智慧化建设和智能化改造规
划，明确目标任务、重点项目、实施步骤和
具体工作措施，有力有序推进。

在科学规划布局的同时，我省重点选树

一批智慧化建设、智能化改造的先进典型，
及时总结经验，适时组织现场观摩、经验交
流，由点到面，整体推进。山东能源集团、
兖矿集团要持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全力把
王楼、翟镇、鲍店等煤矿打造成第一批国家
级智能化示范矿井，在全国煤炭行业树立起
智能化建设的“山东标杆”。

我省将抓重点求突破，着力把智能化改
造作为提升冲击地压矿井安全保障能力的关
键手段，推动全省冲击地压矿井今年底前采
掘工作面全部实现智能化。42处冲击地压矿
井要建设智能化采煤工作面42个、掘进工作
面122个。各相关煤炭企业要抓紧制订实施
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落实建设资金
等保障措施，倒排工期，加强调度，压茬推
进，确保如期完成任务，以更加坚定的决
心、更加有为的担当、更加务实的举措，全
力把煤矿智慧化建设、智能化改造向高质量
发展的纵深推进，为全省实现“走在前列、
全面开创”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 华夏天信（北京）智能低碳技术研究院院长 高强

近几年，我多次来到兖矿、枣矿、济矿等山东的大型煤
矿企业进行交流调研，见证了山东煤矿企业在智能化方面日
新月异的发展，深刻体会到山东在煤矿装备智能化建设方面
已经走在了国内前列。

山东煤矿装备智能化代表性的案例很多，如山东能源枣
矿集团滨湖煤矿的薄煤层智能化采煤机组地面远程操控监控
系统，能够时刻监控到井下工作面支架、煤机、面溜、泵站
等信息，实现了从“人海战术”到“科技驱动”，已成为全
国煤炭薄煤层智能开采的一面旗帜。又如，兖矿集团、新矿
集团、济矿集团等正在推动无人掘进工作面、智能巡检机器
人、放顶煤智能开采等项目落地，探索机器人替代人工，加
快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向智能化无人迈进。

随着国家对煤矿行业的顶层设计的逐步推进，山东省将
煤矿装备智能化建设纳入智慧山东建设大框架内一并推进。
山东煤矿企业积极联合高校、研究机构进一步探索煤矿装备
智能化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标准体系，促进煤矿同IT企业的对
接融合，集中开展基于硬件设备的多系统融合平台、生产设
备故障预报、重大危险源监测、安全灾害预警预报、无人工
作面遥控、井下生命探测等煤矿装备两化融合关键技术攻
关，为企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目前，煤矿装备的智能化建设已经是山东煤炭企业核心
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山东煤炭工业安全生产高质量
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新时代赋予山东煤炭企业的历史使
命。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张楠 张思凯和本报通讯员缪久
田 施喜书 范兴驰根据录音整理）

近年来，煤矿智能化建设的新高潮正在
全国兴起，企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煤矿智
能化是煤炭生产方式革命的新阶段，是发展
的必由之路。智能化无人化采煤是“煤炭
梦”，能够让煤炭工人更体面、更有尊严地
工作，也能让煤炭成为年轻人才喜爱的职
业。对于技术创新如何支撑煤炭工业高质量
发展，我们与煤炭行业协会和煤炭企业达成
了共识——— 煤矿智能化是煤炭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技术支撑。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煤
炭工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从最初的人工采
煤，逐步发展到半机械化、机械化、综合机
械化，再到现在的智能化开采。当下，我国
仍处于煤矿智能化的初级阶段，存在技术研
发、技术保障滞后于企业发展需求、智能化
建设技术标准与规范缺失、技术装备保障不
足、研发平台不健全、高端人才匮乏等问
题。如何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是政府、企业
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首先要厘清煤矿智能化的一些基本概
念。煤矿智能化是指煤矿在开拓设计、地
测、采掘、运通、洗选、安全保障、生产管
理等主要系统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
与自执行的基本能力。煤矿智能化发展的阶
段性目标：2021年，建成100个智能化示范矿
井，初步形成煤矿开拓设计、地质保障、生
产、安全等主要环节的数字化传输、自动化
运行技术体系，基本实现掘进工作面减人提
效、综采工作面内少人或者无人操作、实现
固定岗位的无人值守和远程监控；2025年，
大型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形成煤矿智能化
建设技术规范与标准体系，实现开拓设计、
地质保障、采掘运通、洗选物流等系统的智
能化决策和自动化协同运行，井下重点岗位

机器人作业，促进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
2035年，全面实现煤矿智能化开采，构建多
产业链、多系统集成的煤矿智能化系统，建
成智能感知、智能决策、自动执行的智慧煤
矿体系，实现煤矿工业绿色清洁可持续发
展。

整体看来，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需要着
力发展关键技术。要对智慧煤矿复杂系统进
行总体规划并建设综合管控平台，实现数据
全面标准化、数据统一存储和实时传输并可
以进行大数据分析。逐步建立起地质及矿井
采掘机运通信息动态管理一张图系统（4D-

GIS），将三位空间图形展示与时间动态信
息结合，动态反映全矿井信息。继续完善智
能快速掘进系统，改进掘进工艺技术模式，
攻克快速支护、自主连续掘进等关键技术难
题，探索实现配套装备自动化智能化、一体
化掘进模式，构建用于不同煤层条件的煤矿
智能化快速掘进工艺技术与装备体系。此
外，还要加快研发和应用智能无人工作面协
同控制系统、智能化运输管理系统、煤矿井
下环境感知及安全管控系统、固定场所无人
值守系统。

应当清楚地看到，当前煤矿智能化存在

两种错误倾向，即滥用智能化概念修饰和以
苛刻僵化的观点否定煤矿智能化技术进步，
这些都是片面的、不可取的。保障煤矿智能
化发展，政府应当发挥主要作用，要加大财
政政策支持，可以对验收通过的智能化矿井
优先进行产能核增，实行首台（套）技术装
备鼓励政策。同时，针对技术人才匮乏这一
主要问题，加快煤矿智能化人才培养，提高
智力保障能力，鼓励企业培养、引进高端复
合型人才，鼓励高等院校进行煤矿智能化相
关学科建设，开展校企合作创新煤矿智能化
人才培养模式。

□ 北京天地玛珂电液控制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首滨

“十三五”规划将“加快推进煤炭无人化开采”列为国
家重大工程项目，行业内也已达成共识：智能化是实现煤矿
安全高效绿色开采的必由之路。

智能化无人开采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实现可视
远程干预，操作人员在顺槽监控中心远程干预设备智能运
行，工作面落煤区域无人操作。第二步实现智能自适应开
采，采煤机、液压支架等设备自动适应煤层地质条件智能运
行。两者并行共进，相辅相成又互为补充。

目前，我国技术水平正处于第一步关键技术攻关过程
中。截至去年底，全国应用可视远程干预控制智能化控制系
统的有140余个综采工作面。以滨湖煤矿为例，通过应用薄煤
层智能化开采技术，该矿井将原本2名司机跟机操作、6名支
架工分段跟机拉架的生产工序升级为1人远程操控、2人工作
面巡视，开采效率提升了30%以上，积极促进了矿井取消夜
班，有力提升了工人劳动幸福感。

在综采智能化开采系统推广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
题。主要是成套装备的稳定性、可靠性不足，对综采智能化
开采的支撑不够。同时，现有技术主要集中在地质条件较为
简单的中厚及薄煤层工作面，而我国大部分工作面地质条件
更为复杂。

当前，我国智能化开采的市场需求巨大，但智能化
开采仍缺少统一标准，因此加强顶层设计势在必行。同
时，要提高思想认识，在矿井管理模式上要由粗放型向
精益型转变，加强智能型人才培养力度，建设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的智能化开采队伍，适应智能化开采的
要求。

□ 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理事长 张勇

山东是我国煤炭装备制造大省，煤机制造业发展历史悠
久，煤机制造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目前，山东获得国家安
标证企业1261家，其中有100多家年销售收入过亿元。从工业
总产值比较，山东煤炭装备制造业国有企业占比重较大，约
为60%。在中国煤炭机械工业协会日前公布的中国煤炭机械工
业50强的企业名单中，山东有10家企业入选，占入选企业总数
的20%，其中山东能源重型装备制造集团连续四年排名第二。

近年来，山东煤炭装备制造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产业
规模较大、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形成了门类齐全、配套
完善、规模化、专业化、集团化、协调发展的煤炭装备制造
产业体系。兖矿东华重工有限公司《8 . 2m超大采高综采成套
技术与装备研制》获得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山东的大型压滤机成套、智能化
煤炭定量快速装车、重介三产品旋流器系列、智能化大型乳
化液泵站系统、加压过滤器、绿色再制造等装备技术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此外，急倾斜液压支架、充填支架、大型及长距离
带式输送机、大型风机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枣庄矿业集
团滨湖煤矿等薄煤层智能化综采成套设备、高煤公司和蒋庄
矿智能选煤厂等为全国煤炭工业智能化发展树立了典范。

当前，我国煤炭装备制造业进入“存量竞争”时代，市
场总量有限，创新凝滞的企业会被淘汰出局。山东要充分认
识行业发展的地位和形势，抓住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战略机
遇，加快研发智能制造和智能产品，借助新能源发展的大势
带动煤机发展。要加强科技创新，走高端装备制造之路。从
整个行业来看，掘锚一体化设备是全国发展的“短板”，山
东可以在此着重发力。

□通讯员 魏宏红 范兴驰 记者 张楠 报道
本报邹城讯 今年以来，兖矿东华重工及所属唐村实

业、金通橡胶等6家单位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东华重工被认定为“山东省高端矿用装备智能制造工程研
究中心”，荣获“全国机械行业百强企业”“全国机械行
业著名品牌”“山东名牌”“山东省著名商标”等多项荣
誉。

东华重工成立于2013年1月，在册职工4000余人。公司
聚焦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明确发展定位，迅速形成以
高端煤机装备制造为引领，电气产品智能化、橡塑产品特
色化、维修服务一体化、环保设施产业化的“1+4”产业
格局，全面开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其中，煤机装备制造
分公司以高端液压支架制造为切入点，通过实施液压支架
质量提升工程、液压支架优化升级项目建设，逐步实现液
压支架制造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研制的ZY21000型超大
采高、超高工作阻力液压支架，是世界上首套投入使用的
超8米两柱掩护式矿用液压支架；研制的ZF22000型液压支
架，是世界上首套投入使用、工作阻力最高的四柱放顶煤
液压支架。

兖矿东华重工领导班子紧抓“三化融合”发展机遇，
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加快智能产品制造
步伐。全力推进产品研发，完成了高价值采煤机调高油
缸、新型电液控推移千斤顶和液压支架定型化等产品技术
研发，获得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煤炭工业
科学技术一等奖、“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高压交流变频
器”和“矿用隔爆兼本质安全型高压链式静止无功发生
器”两项省标立项，双百兆高压SVG满载试验，通过中国
电科院的满功率检测，实现大功率设备研发新突破……去
年一年共申请专利54项，授权专利19项，获得软件著作权
12项，起草国家标准1项、地方标准编制2项，2种产品荣
获山东省首台（套）技术装备称号。

面对市场需求的新变化，东华重工建立健全产品管控
体系，重点实施“质量门”和可追溯两大制度，建立质量
负面清单。把质量责任纳入各级经营者考核体系，与各级
质量管理人员、生产一线职工的工资收入挂钩，严格质量
绩效考核，强化各级质量责任。目前，东华重工已成功通
过卡特彼勒公司的供应商评价，成为卡特彼勒公司的全球
供应商；金通公司取得马德里和秘鲁注册商标证书，去年
实现外贸收入4000余万元。大陆公司完成出口俄罗斯皮带
机制造任务，获得俄方客户高度评价，去年实现国际市场
收入6000余万元……东华重工正在全力打造煤机装备制造
产业升级版的道路上奋力跃进。

□通讯员 苗成标 井翔宇
记 者 左丰岐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日前，山东能源重装集团智能开采研究
中心成立，标志着山能重装开启向高端智能开采装备研发
制造的新征程。

新成立的开采研究中心以“对标国内外同行业一流企
业，研发国内外最先进的高端智能开采装备，打造国际一
流装备制造基地”为目标，集聚全集团各类优秀科技人
才，开展智能开采技术研究，实现采煤机、液压支架、刮
板机、皮带机集中控制，重点突破液压支架电液阀、刮板
机变频控制、采煤机自动控制、自动化供液及系统集成等
关键技术。同时，以“智能开采研究中心”为依托，积极
推进产品智能化升级，努力实现“产品智能化、装备轻量
化、生产自动化”，打造国内外“重装智造”知名品牌。

记者在山能重装塔高公司智能焊接事业部看到，随着
焊枪带来一阵火花飞溅，50多台机器人挥动手臂上下翻
飞。这些机器“焊将”24小时连轴转，干得热火朝天。塔
高公司负责人袁晓波介绍，塔高公司对智能焊接生产线闲
置配套设备克鲁斯小贴板机器人进行升级改造，实现焊接
机器人歇人不歇马，发挥24小时设备功效，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产品质量。他们自主设计了通用平台定位工装，节约
了工件定位时间，大幅提升作业效率，每月预计新增产能
约180至240吨，提高了定位精度，实现了焊缝质量的有效
提升。

“质量是装备制造企业的生命。我们牢固树立‘质量
是生命线’的意识，抓住生产过程，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提高产品质量，把住出厂关口，确保不合格产品不
出厂。”山能重装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张圣国表
示。

针对如何推进智能化升级工作高效稳步开展，山能重
装积极调整专业化生产结构，将刮板机生产业务划归新汶
分公司，液压支架生产业务划归塔高公司，皮带机整建制
划归鲁南装备，单轨吊生产业务划归泰装公司，推进集约
化生产。同时，加快推进程序化标准化生产，以生产华能
集团18000KN液压支架为突破口，落实生产组织的程序
化、标准化措施，解决生产环节的短板问题，提高生产组
织的科学性，提高了生产效率。

建立起流程、制度之后，山能重装从细节入手，确保
效率提升工作“落地生根”。24套结构件焊接自动翻转工
装投用，工效提高3倍以上，单个结构件翻转节省工时330
分钟；数控下料自动清渣工装、油缸自动拆卸工装投入使
用；应用锻造件智能运输和智能加料系统，效率提升30%
以上。智能焊接机器人开机月产突破1000吨，效率提升
40%。智能熔覆生产线完成升级，激光设备开机时长20 . 2
小时，每天熔覆面积超过100平方米，效率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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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建设“智能煤矿” 全力打造“智慧行业”

“双智”引领山东煤炭业高质量发展
兖矿东华重工

向“高端”制造迈进

山能重装为采煤机

植入“智慧因子”

绿色 智能 创新 发展

智能化实现无人采煤的“煤炭梦”
□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煤炭科工集团首席科学家 王国法

装备智能化是

煤炭企业核心竞争力

智能化是煤矿安全高效

绿色开采的必由之路

发展智能和高端设备

推动山东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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