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20〕44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郑州市煤矿智能化建设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各有关单位:

《郑州市煤矿智能化建设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2020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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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煤矿智能化建设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

省煤矿智能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豫政办 〔2019〕48号)

要求和全省煤矿智能化建设现场推进会议精神,切实推进我市煤

炭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煤炭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促进全

市煤炭行业安全、高效、绿色、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按

照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应

急管理厅、河南煤矿安全监察局、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科学技

术厅、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印发 <关于加快全省煤矿智能化发

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豫工信联煤发 〔2020〕23号)要求及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验收

办法 (试行)> <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标准 (试行)>的通知》

(豫工信煤发 〔2019〕235号)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推动煤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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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转型升级为主线,应用先进装备技术,加快煤矿生产技术变

革,实现生产过程少人化、无人化,努力构建安全保障高、经济

效益好、环境污染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新型煤炭工业体系。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典型示范,整体推进。加强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建

设一批示范工程,按照重点培育、全面推行、巩固提升三个步

骤,统筹推进全市煤矿智能化建设。

———坚持因矿施策,分类实施。立足煤矿现状,结合煤矿生

产能力、煤层赋存条件、资源储量、地质灾害等情况,分类指

导、精准施策,强力推进大、中、小型煤矿完成智能化、自动

化、机械化建设。

———坚持系统优化,安全高效。严格建设标准,择优选取诚

信可靠、装备精良、技术领先的合作方,经过科学设计,严密施

工,推动煤矿生产系统优化、精简人员、安全高效。

———坚持企业主体,科学引导。强化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加强规划引导,完善相关支持政策,为煤矿智能化建设营造良好

环境。

(三)总体目标

———2021年底前,建成2—3家智能化建设示范煤矿,煤矿

开拓设计、地质保障、生产、安全等主要环节的信息化传输、自

动化运行技术体系基本形成。建成10个以上智能化工作面。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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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固定岗位实现无人值守与远程监控。所有煤矿单班入井作业人

数符合国家和河南省有关规定。

———2025年底前,生产能力120万吨/年及以上且剩余开采

服务年限5年以上的煤矿基本建成郑州市智能化示范煤矿,力争

创建省级、国家级智能化示范煤矿,基本实现煤矿开拓设计、地

质保障、采掘、运输、通风、机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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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

60—120万吨/年 (含60万吨/年)的煤矿,具备条件的煤矿采

掘工作面和辅助生产系统实现智能化;生产能力60万吨/年以下

的煤矿,所有采掘工作面全部实现综合机械化,具备条件的采煤

和掘进工作面和辅助生产系统实现自动化运行。煤与瓦斯突出、

水文地质条件极复杂等灾害严重矿井基本实现采掘智能化,高危

岗位基本实现无人值守和机器人作业。

———2030年底前,全市各类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井下主

要生产系统实现智能感知、智能决策、自动运行。全市煤矿井下

作业人数大幅减少,生产工效大幅提升,生产系统显著优化,安

全生产水平全面提升。

二、重点任务

(一)提升煤矿技术装备水平

1.采掘系统。全面推广综采自动化及支架电液控制成套装

备,加快推广采煤和掘进工作面智能控制、可视化远程干预控制

技术,推广应用全岩综掘、凿岩台车作业线、掘锚一体机等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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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进装备和喷浆机器人、多功能巷道修复机、卧底机、水仓清淤

泥机、矿车清挖机等机械装备,鼓励联合研发应用智能化放顶煤

技术装备,探索应用全断面隧道掘进机。

2.运输系统。推广应用长运距、大运量、直驱式带式输送

机及转弯装置、单轨吊、齿轨式卡轨车、无极绳绞车等有轨辅助

运输装备。

3.监测控制。推广应用视频监视、智能监测 (保护)、集中

(自动)控制等技术,实现压风机房、绞车房、瓦斯抽采泵站、

变电所、水泵房等固定场所和采掘配套运输设备无人值守或集中

控制,减少固定岗位人员。加快井下设备在线诊断与远程运维系

统建设,提高井下设备智能化水平。

4.地质保障。鼓励创新智能化煤矿地质工作模式,探索应

用综采 (掘)工作面超前精准探测技术,联合研发应用物探、化

探、钻探一体的矿山地质综合探测技术,提升基础地质数据与地

质信息服务保障能力。鼓励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极复杂矿井建立

水文动态管理系统和水害预测预警系统,突出矿井建立防突信息

系统和突出危险动态预测预警系统。

(二)加快煤矿信息平台建设

1.建设集生产、安全、调度、设备管理、地面储装运、洗

选为一体的煤矿智能化管控信息平台,推广应用井上下无线终端

平台,完善井上下工业环网,实现对各自动化、智能化子系统集

中操作、集中监控和统一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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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煤炭企业要建设安全、开放、数据易于获取与高效处

理的智能化大数据共享与应用云平台,实现与煤矿信息互联互通

和数据高效利用。

3.鼓励各产煤区县 (市)建设煤矿管理信息云平台,实现

与煤炭企业云平台对接和信息共享,提高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三)推动煤矿系统优化

1.优化生产组织,合理制定生产计划,协调采掘关系。鼓

励应用大功率成套采掘装备,提高设备可靠性,实现连续生产。

推广应用地面注浆加固、卸压增透等灾害治理技术和大功率履带

钻车等装备,提高灾害治理效率。

2.优化生产设计,适当增加工作面面长和推进长度,推广

应用一次采全高和放顶煤工艺,提高单产水平。推广应用煤巷锚

网支护、注浆锚索超前支护等技术,减少巷道维修和超前支护用

工。

3.优化整合运输系统,减少转载环节,实现连续运输。

4.优化施工人员队伍,鼓励对煤矿精简的人员开展技能培

训,建立设备维修、物料运输、煤炭洗选等生产服务专业化队

伍,推行专业化施工。

三、建设标准

煤矿智能化建设分为智能化煤矿和智能化采掘两个层级,其

中智能化煤矿建设验收项目为:智能化采煤工作面、智能化掘进

工作面、提升运输排水与供电系统、通风压风与瓦斯抽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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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控制安全与视频监控系统、智能化管控平台与网络通信系统

六个项目,每个项目的内容宜一体化设计、建设和验收,各项目

不得拆分验收。

(一)智能化煤矿

一般应符合以下条件:

1.实现对煤矿生产、安全、辅助等系统的远程监测与控制;

各系统的装备具备故障诊断功能,实现综合预警预报。

2.主要生产系统实现自动化和无人值守。

3.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

先进技术手段,实现智能感知、信息融合、数据挖掘和决策支

持。

4.建立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实现系统安全、网络安全和应

用安全。

(二)智能采煤工作面

一般应符合以下条件:

1.采煤机控制系统:能够自行感知采煤机运行状态 (电机

温度、牵引速度、运行功率等)、精确位置、摇臂高度和机身倾

角;具备记忆截割功能;采煤机在记忆截割模式下,各项操作均

可以人工干预,人工干预具备较高的优先级;开放通讯及远程控

制接口,实现采煤机运行状态远程在线监测和控制。

2.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具备自行感知采煤机位置 (架

号)、支架工作阻力、推移行程、支护高度及姿态功能;每架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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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单元均可实现急停、闭锁 (闭锁范围可调);具备本架控制、

邻架控制、隔架控制、压力自动补偿功能;具备架数可调的成组

操作功能;具备自动跟机移架、自动推移运输机、自动喷雾功

能。

3.刮板输送机具备运行状态监测、煤流负荷检测、机尾链

条自动张紧、故障诊断功能,实现与工作面控制系统的通信和协

同控制;具备各处电机顺序启动控制功能;具备链条自动张紧功

能 (停机后自动放松链条,启动前自动张紧链条);开放通讯及

远程控制接口,实现运输机运行状态远程在线监测和控制。

4.智能供液系统:配置泵站控制系统、井下水处理装置、

乳化液自动配比、进回液过滤装置;具备泵站集中控制,并根据

工作面用液情况自动调节泵站流量;保障配液用水水质、乳化液

浓度和清洁度,满足支架电液控系统正常运行要求;配液系统可

根据泵站液箱液位实现自动补液,并能进行高低液位、乳化液浓

度预警。

5.可视化集中控制系统:配置工作面视频监控、顺槽集控

中心和地面监控台;具备通过组态画面显示工作面设备运行状

态,并实现一个月内设备运行数据的在线存储和查询;具备工作

面视频跟机和设备定点视频监控功能;具备在地面监控台和顺槽

集控中心通过视频画面和传感器数据对工作面设备进行远程控

制;具备在地面监控台和顺槽集控中心对工作面设备一键顺序启

停;设备实现集中、就地和远程控制,采煤机、液压支架、刮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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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等设备实现协同控制和流程启停。

(三)智能化掘进工作面

一般应符合以下条件:

1.掘进机具备远程控制、定位切割等功能。

2.掘进机、掘锚机、锚杆机、运输机等设备具备故障自诊

断功能,实现集中控制。

3.工作面监测系统实现对各设备状态的实时监测。

(四)提升运输排水与供电系统

一般应符合以下条件:

1.主提升、主运输系统:主提升、主运输系统集中控制,

无人值守,具备自动分析并调整工作状态功能。

2.井下排水系统:地面集中控制,在线监测,无人值守,

自动选择合理排水方式。

3.供配电系统:实现智能电力监控与调度,变电所无人值

守,配电线路在线监测。

(五)通风压风与瓦斯抽采系统

一般应符合以下条件:

1.通风系统:主通风机具备无极调速,实现集中控制,在

线监测,正常启动、风机切换一键操作;主要风门自动控制和远

程控制,主通风机房无人值守,视频监控;局部通风机地面集中

控制,宜具备调速功能。

2.压风系统:地面集中控制,在线监测,自动选择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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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主机故障自动启动备机。

3.瓦斯抽采系统:集中控制,在线监测井上下主管路和抽

采泵的运行参数,抽采泵启停、轮换等实现一键操作,抽采管路

安装自动放水装置。

(六)工业控制安全与视频监控系统

一般应符合以下条件:

1.平台软件、服务器、工作站、传输设备、设备接口等满

足实际需要。数据存储容量充足,安全可靠。

2.实现数据融合、数据分析、数据分类、信息交互共享和

物理隔离;建立备份系统,具备容灾功能。

3.多网融合,传输网络结构合理,传输速率和出口带宽符

合要求。

4.工业视频监控系统:数字系统,满足智能化需求,重要

监测点实现智能视频侦测和识别,独立传输网络。

(七)智能化管控平台与网络通信系统

一般应符合以下条件:

1.建立监控及自动化平台和矿井信息管理平台,满足对数

据采集、计划、管理的需要,实现生产系统的集中监控、动态调

度与综合指挥和决策支持。

2.调度中心具有对矿井生产系统调度指挥、远程监控、重

要场所视频监控功能,具备对安全生产、调度管理等信息的显

示、报警和记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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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线行政通信、调度通信、无线通信互联互通,宜设置

应急通信系统和救灾通信系统。

4.监控系统数字传输,实现系统自诊断、自评估和数据分

析与应用,与信息导引及发布、通信、人员定位等系统联动。

5.井下作业人员管理系统实现井下人员精准定位,人员矿

灯一体化管理,与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和通信系统联动。

四、验收办法及标准

郑州市煤矿智能化建设验收工作按照 (豫工信煤发 〔2019〕

235号)文件执行。

五、保障措施

(一)建立协同机制

由市工信局牵头,会同市财政局、市金融局、市科技局、市

供电公司、河南煤监郑州分局等单位,建立协同推进工作机制。

各产煤区县 (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推动本地煤矿智能

化建设。各煤炭企业要落实主体责任,科学制定煤矿智能化建设

年度工作方案,逐矿制定推进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时间节点,

加强组织实施,确保落实到位。

(二)加大支持力度

依据国家 《煤矿安全改造专项管理办法》,积极争取中央预

算内资金支持。省属煤炭企业的煤矿智能化建设项目的补贴,按

照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煤矿智能化建设实施

方案的通知》(豫政办 〔2019〕48号)执行,其他煤炭企业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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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智能化建设项目,市财政按项目总投资的10%予以补助。地

方煤炭企业的煤矿智能化建设项目,在市财政补助的基础上,煤

矿所在地区县 (市)政府可制订相关政策进行补助。对申报煤矿

安全改造中央预算内资金的煤矿智能化建设项目,央属煤炭企业

煤矿按国家 《煤矿安全改造专项管理办法》规定申请,其他煤炭

企业由郑州市工信局出具审核意见上报省工信厅申请。各地、各

有关部门要协调引导金融机构提高授信额度、提供专项贷款,对

煤炭企业实施的智能化建设项目给予信贷支持。

(三)强化技术攻关

积极引导煤炭企业与技术合作方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技

术联盟,集聚煤矿智能化建设服务资源。支持煤炭企业联合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技术合作方设立煤矿智能化建设协同创新中

心,积极开展豫西大倾角、煤厚不稳定以及三软煤层智能采掘工

作面关键技术科技攻关,着力解决工作面两巷支护和工作推进困

难问题,努力探索适合中小型煤矿的轻型综合机械化采掘设备研

制。

(四)培育专业队伍

加大煤矿智能化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支持煤炭企业与高等

院校合作,开设智能化相关专业或培养方向的培训,培养一批专

业型人才。鼓励煤炭企业联合技术合作方、职业院校建立实训基

地,培养一批具有智能装备操作使用和系统维护能力的技能型人

才。主要产煤区县 (市)制定本辖区煤矿企业智能化人才专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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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计划,着力解决智能化专业人才短缺问题。

(五)加强指导监管

各产煤区县 (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煤矿

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日常监管,督促煤炭企业落实煤矿智能化建

设责任。对不能如期完成目标任务的煤矿,采取停产、限产、核

减产能、关闭退出、加强执法检查等措施。各产煤区县 (市)煤

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炭企业每年年底前向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报送下年度各煤矿智能化建设推进方案,每季度末报送工作进展

情况。市工信局定期通报情况,重要事项及时报告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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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市工信局 督办:市政府办公厅四处

 抄送:市委各部门,郑州警备区。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市检察院。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9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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