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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金属非金属矿山采矿系统机械化及井下大型固定设施无人值

守系统 

项 

目 

牵 

头 

单 

位 

信 

息 

单位名称 

（盖章） 

五矿邯邢矿业安徽开发

矿业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056300 

通讯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朝阳路 88 号五矿邯邢矿业大厦 

负责人 姓名 张增学 职务/职称 
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联系人 姓名 宁智华 职务/职称 高级工程师 

项目执行时间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6 月 总经费 996 万元 

申报级别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试点示范  □省级试点示范 

所属领域 □煤 矿  □√金属非金属 □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 

创新类型 □自主创新  □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  □国外进口 

参 

与 

单 

位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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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示范概况 

1.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所属行业领域、主要经营范围、产量、营业额等。） 

安徽开发矿业有限公司隶属于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属于金属非金属矿山企

业，主营业务为铁矿石开采、铁精矿生产，企业规模为年产 500 万吨镜铁矿、200 万

吨磁铁矿，年可生产铁精矿 270 万吨，公司注册资本 4.7671 亿元。 

2.试点示范环节基本情况。 

（机械化自动化改造的关键环节、重点部位情况。） 

采矿系统现有装备及使用情况：掘进采用 Rocket  Boomer281 型液压凿岩台车，

ACY-3L 柴油铲运机，AJK-12 井下卡车（12t）；回采采用 Simba1354 液压凿岩台车，

LH514E电运铲运机和CY-3L、LH514柴油铲运机；井下运输采用 20t电机车牵引 10 m3

底侧卸式矿车。掘进和回采全面实现无轨化，且以电动设备为主，在国内同类型矿山

中设备规模最大；充填单套系统充填料浆制备输送能力可达 180m³/h 以上，最大

220m³/h，运行过程中实际充填能力为 195.6m³/h，一次连续充填量达 2000m³，料浆制

备浓度 70-72%，系统连续稳定运行时间 10h 以上，系统运行参数稳定可调。  

辅助生产系统现有装备及使用情况：矿岩主提升井 4 条，人与物料提升井 2 条，

其中三条主井提升系统，提升机主机型号为 JKM4×6(Ⅲ)E，摩擦轮直径 4m，直流电

机直联方式，箕斗自重 29t，平衡锤配重 46.65 t，载重 34t，全速 10.05m/s 采用 ABB

公司 DCS800 传动系统；井下中央变电所 2 个；井下主排水泵站 1 个；Ⅰ、Ⅳ级风机

站 7 个；空压机站 4 个，共有螺杆式空压机 19 台；井下破碎站、装载站、皮带传输

机各 3 个。 

3.示范条件落实情况。 

（机构、人员、资金、现场条件等情况。） 

 （1）成立“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科技强安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 

领导小组组长为公司总经理，副组长为主管安全副总经理、主管设备副总经理，

成员包括总工程师、采矿部技术副主任、设备副主任、提动部设备副主任、选矿部设

备副主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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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组组长为主管设备副总经理，副组长为总工程师、采矿部技术副主任、设

备副主任、提动部设备副主任、选矿部设备副主任，成员包括资产能源科、技术中心、

信息中心、采矿部机动科、提动部生产技术科、选矿部机动科、采矿部生产技术科、

调度中心、公司安全环保科、采矿部安全科、提动部安全科等相关负责人。 

项目总协调人为公司安全环保科负责人，专业工作负责人为资产能源科、技术中

心负责人。 

（2）对公司“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科技强安专项行动工作进行详细安排。 

按照国家总局安排，结合公司实际，积极开展凿岩、装药、出矿、运输、提升、

动力、选矿、充填等生产工艺的现状调研和需求分析工作，查找公司在机械化、自动

化建设中需要升级改造和优化的内容，分析安全、环保、职业健康需求，紧紧围绕“机

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科技强安专项行动要求开展工作，做到“无人则安，少人则

安”，制定确实可行的工作目标和实施措施，在总局领导下，通过方案制定、审核、

论证、评审，结合同行交流经验和科研院所技术指导，最终形成相关设备、系统标准

规范，总结出“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标准化建设建议方法。 

总投资 996 万元，其中国拨资金 30 万元，企业自筹资金 966 万元。 

①装药台车试验一台 350 万元； 

②撬毛台车试验一台 120 万元； 

③移动破碎车两台 180 万元； 

④主井提升机系统、卸载控制系统实现远程集中控制 30 万元； 

⑤井下Ⅰ、Ⅳ级通风机远程集中控制 158 万元； 

⑥-425 中央变电所远程集中自动控制 26 万元； 

⑦充填系统自动化改造 72 万元； 

⑧斜坡道交通信号控制升级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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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目标与考核指标 

1.示范效果。 

（通过机械化、自动化改造，在换人减人、提质增效等方面提高的

量化目标。减少具体岗位人数的绝对数和相对数〈百分比〉等。） 

 （1）推广试验装药台车在井下装药爆破过程中的实际应用，提高效率；采用

撬毛台车，减少人工撬毛，减少职工暴露在危险环境中时间，达到相对安全。阶段

性完成井下液压破碎锤的应用，实现取消二次明炮爆破。对井下斜坡道交通避让信

号完成建设，达到自动控制车辆运行信号条件；2 号充填站充填自动化改造，使其

初步具自动化条件。 

（2）继续改进主井提升系统、卸载系统远程集中自动控制系统；升级-425 中

央变电所远程集中监控系统；完成井下Ⅰ、Ⅳ级通风机远程集中控制系统。 

通过上述建设项目，实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 36%的目标。 

2.形成企业标准、规范的数量。 

（1）新设备新技术下：《装药、检撬、破碎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2）《自动充填设备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3）大型固定系统设施无人值守可形成：《信号工、卷扬工、变电工安全技术

操作规程》； 

（4）《主井提升系统远程集中自动化系统建设制度》； 

（5）《变配电站所设备远程监控系统建设制度》； 

（6）《风机远程操控系统建设制度》； 

（7）《斜坡道交通信号系统建设制度》。 

3.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先进技术、工艺、方法等方面的数量。 

    形成工业网络远程通讯技术、现场总线技术、供电系统远程监控技术、西门子

PLC 与变频器通讯技术、上位机组态、远程集中视频监控等 6 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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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任务 

1.建设方案。 

（用于示范的现场已有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与建设目标存在的差

距等；采取的技术路线和技术先进性。） 

结合安徽开发矿业井下生产装备和系统现状，本项目计划在对原有系统进行机

械化、自动化升级改造的基础上，引进先进的机械装备和系统，通过高度集成的智

能化控制系统的改造，提升安徽开发矿业井下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切实实

现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的目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安全生产事故率，确

保生产过程安全高效。 

2.机械化自动化改造主要工作内容。 

 （1）做好装药台车在井下采场的装药、爆破试验，要达到预期效果。主要试

验台车台班台效、设备故障率、人效、装药密度、返粉率、大块率等，后期爆破孔

网参数优化和设备自动控制系统改造。 

（2）目前公司依然使用人工检撬顶板作业，每个作业面均放置长短撬棍，人

工作业。每班作业前依据安全管理规定对现场顶板及侧帮进行检撬浮石，长撬棍约

4 米，短撬棍约 2 米，使用过程中对职工体质、体力要求较高，同时处理顶部浮石

安全风险较高。为此采用撬毛台车作业，实现机械化作业代替人工作业。 

（3）井下采用移动液压破碎锤，对采掘大块进行机械破碎，达到撤销二炮，

减少爆破作业人员，降低爆破对围岩环境的破坏。 

（4）完成充填系统自动化改造，对目前系统软件进行升级改造，通过对生产

工艺的摸索，总结出现场采集数据之间与控制给料量的关系，形成一个数学控制模

型，实现系统自动根据采集的数据进行充填量的调节。 

（5）增加斜坡车辆运行交通信号，通过车辆识别，确定车辆运行轨迹，在交

叉路口安装红绿交通指示灯，自动控制车辆通行，合理配置错车部位，避免车辆斜

坡错车，减少人工干预。 

（6）主井提升系统采用瑞典 ABB 公司国际领先的电控系统，包括提升传动系

统，控制保护系统，行程监视保护系统和操作维护系统，提升机主控 AHC 与监控

AHM 确认系统均正常后投入自动运行。确保提升机系统安全、可靠、高效。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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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主井提升系统及卸载系统的自动控制并将现场独立分散的系统控制集中。三套

主井提升机系统、卸载控制系统实现远程集中控制，卷扬司机与卸载信号工岗位合

一。 

（7）-425 中央变电所远程监控监测系统采用南瑞继保公司的控制系统，包括

变电所远程遥控系统、遥信系统、遥测系统和遥脉系统。该系统具有实时监控系统

运行状态，系统运行后，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能够确保供电系统安全、稳定和可

靠运行，全面实现-425 中央变电所远程集中自动控制。 

（8）将井下通风风机的运行状态监测与控制统一集中调度，加快由于非风机

问题造成的风机停机的风机恢复启动，解决风向需要进行的风机正反转切换的问

题，使井下通风系统能够快速的按照使用要求进行控制。将信集闭系统的数据信息

全部存放到 INSQL 数据库，为生产管理平台做数据基础。 

 

四、进度计划安排 

（按照 2016年 8月完成验收的时间节点，合理安排工作进度。） 

（1）2015 年 6 月—9 月，组织、 调研、计划、准备阶段，制定下发公司“机械

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科技强安专项行动工作安排。 

（2）2015 年 9 月，完成装药台车装药、爆破试验。 

（3）2015 年 10 月，完成移动破碎车安装，取消二次爆破。 

（4）2015 年 11 月，完成井下Ⅰ、Ⅳ级通风机远程集中控制，并验收。 

（5）2016 年 1 月，完成主井提升机系统、卸载控制系统远程集中控制和斜坡道

交通信号控制升级。 

（6）2016 年 3 月，完成-425 中央变电所远程集中自动控制。 

（7）2016 年 5 月，完成多功能撬毛台车安装试验。 

（8）2016 年 6 月，完成充填系统自动化改造。 

（9）2015 年 10 月—2016 年 5 月，与科研院所及其他矿山企业等单位进行技术

交流，并结合公司实际和各单位交流经验，项目工作小组组织制定相关设备操作规

程及系统建设制度。 

（10）2016 年 5 月—6 月，完成相关标准、制度建议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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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6 年 7 月—8 月，申请验收，总结“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科技

强安专项行动经验、机械化自动化改造标准化建议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五、保障措施 

（从机构、人员、资金、现场、制度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 

（1）成立项目专门领导小组，组建专业技术攻关小组与协作单位共同完成设备

安装调试、协调改造时间、监督项目质量与进度，确保改造项目按时按质完成。 

（2）多方积极筹措资金，硬件采购及安装费用及时到位，保障项目实施推进，

按规定可纳入安全费用列支的由安全费用支撑。 

（3）结合新岗位人员操作内容，重新编写岗位人员操作规程和岗位职责。 

（4）编写实施项目远程控制操作规程，对相关操作人员进行前期集中培训，使

操作人员达到能够处理问题、精准操作的能力。 

 

六、建设前后对比分析 

1. 示范前景分析。 

（示范作用与意义、成本效益分析；示范试点建设前后用工和生产

效率方面的对比分析。） 

（1）岗位人员的劳动强度较普通用工大大降低，对员工知识水平、技术能力、

基本素质要求高； 

（2）避免了由于人为不正当操作带来的设备安全隐患或人身伤害，完善了控制

系统保护，提升了本质安全度； 

（3）避免由于人为操作习惯不同带来的生产效率低下，精确控制各环节，防止

耗能、耗效，提高了生产效率。 

2、示范企业建设完成后与国内同等条件下普遍用工情况的对比分

析。 

危险场所内优化、减少了作业人员数量，节省了公司人力资源成本，预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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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方面实现机械化作业，原有装药、二次破碎作业人员 26 人，减少 10 人，减幅

38%；大型固定设施方面做到无人值守，原有信号工、卷扬工、变电工值守人员共

43 人，减少 19 人，减幅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