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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试点示范

名称 
煤矿智能监测监控安全保障示范工程 

项 

目 

牵 

头 

单 

位 

信 

息 

单位名称 

（盖章）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兴隆

庄煤矿 
邮政编码 272102 

通讯地址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兴隆庄煤矿 

负责人 姓名 宫志杰 
职务/ 

职称 
矿长/研究员 

联系人 姓名 阮洪新 
职务/ 

职称 
主任/工程师 

项目执行时间 2015年 8月至 2016年 8月 总经费 97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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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科学院激光研究所 

山东蓝光软件有限公司 

中国矿业大学物联网中心 

兖矿集团信息化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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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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隆庄煤矿是我国“六五”期间自行设计和建设的国有特大型现代化矿井，1981

年 12月 21 日正式投产，原设计年生产能力 300万吨，核定年生产能力 660万吨。

煤田横跨兖州区和曲阜市，交通发达，铁路、公路、水路和海运条件非常便利，历

史文化资源和经济发展环境得天独厚。井田煤质稳定，具有低灰、低硫、低磷、高

发热量“三低一高”特点，是优质的动力用煤和炼焦配煤。矿井投产至今，累计生

产原煤 1.5 亿多吨、精煤 7700余万吨，上缴税金 70多亿元，是兖矿集团本部安全

稳、成本低、效益好的主力矿井之一。矿井先后荣获国家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煤矿、

全国煤炭工业质量奖、首批国家级绿色矿山、中国煤炭工业科技创新示范矿等 200

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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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隆庄煤矿自动化建设一直走在我国煤矿前列。本世纪初，与中国矿业大学合

作，提出了井工开采煤矿的综合自动化模型，主干网络平台采用 1000M 工业以太网，

实现煤矿井下的三网合一。现有综合自动化系统包括：主煤流运输、井下排水、井

下供电、通风、压风、提升、风水管路压力监测、顶板压力监测 、安全监测、人

员定位、微震监测、束管监测、水文监测、洗煤厂集控、通信联络、工业电视等系

统。各系统监控信息通过工业环网传输，实现了信息的跨系统利用。 

千兆工业以太环网以光纤为传输介质，分井下和地面两个相对独立而又互联的

网络。双环通过调度室交换机汇合。目前已建成集监测监控管理平台、生产技术管

理智能分析软件、矿山安全智能化预警系统的煤矿安全生产动态信息系统，实现了

光纤监测系统、安全监测系统、人员定位系统、工业电视系统等各子系统的接入融

合。 

光纤综合监测系统示范工程，实现对通风、供电、供水系统、关键机电设备运

行状态在线监测、井下断电情况下的应急通信，对瓦斯、采空区温度、顶板离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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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压、微震、水文等进行综合监测、多参数监测数据进行有效融合、智能挖掘与分

析，建立安全生产决策支持系统。 

已初步建立三维可视化平台，为项目实施建立了一定基础。 

进一步提高煤矿自动化水平，减少井下一线工作人员，需要增设大量的高清视

频，提升图像智能分析水平，同时要求建立高可靠性矿用万兆工业以太网。实现国

家安监总局制定的零死亡安全生产目标，需要对煤矿安全监控系统进行升级换代，

提升传感器可靠性，消除监测盲区，建立全矿井光纤多参数、大容量传感器和无线

传感器网络；建立精确人员定位系统、矿井生产云平台和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及

实时综合业务三维可视化，实现安全隐患的超前预警和设备故障诊断。 

3.示范条件落实情况。 

（机构、人员、资金、现场条件等情况。） 

为了确保项目顺利实施，集团公司成立了示范工程领导小组,集团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李伟任组长，孟祥军（集团公司总工程师）、李佃平（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安监局局长）任副组长，成员由集团公司、煤业公司相关部室负责人和兴隆庄

煤矿负责人组成。兴隆庄煤矿成立项目组，组长宫志杰，副组长马俊鹏和协作单位

负责人，成员见项目组成员名单。 

本示范工程预计投入 971万元，由兖矿集团自筹。 

兴隆庄煤矿作为示范工程建设单位，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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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实施智能监测监控安全保障示范工程，预期将减少井下作业人员 175人，

约占示范工程实施部门岗位的 48.2%。该项目预期降低人工成本约 1750 万元，增

加经济效益 2750万元；与此同时，预期提升安全效益 50%以上。 

2.形成企业标准、规范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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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形成标准、规范 5 份（煤矿安全光纤综合监测系统标准，光纤应急通讯系

统标准，煤矿机电设备光纤监测状态维护技术规范，高精度人员、设备感知/定位

系统标准，煤矿隐患智能分析系统标准）。 

3.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先进技术、工艺、方法等方面的数量。 

预期可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先进技术、工艺、方法 6项（矿山安全智能监测、

光纤传感传输技术、光纤无源应急通信技术，光纤采空区发火监测预警技术，矿山

三维 GIS、隐患智能分析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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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已实现机械化、自动化水平。 

1）机械化、自动化采掘作业，主煤流运输、井下排水、井下供电、通风、压

风、提升、洗煤等综合自动化。 

2）综合安全监测监控，包括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束管监测、顶板压力监测、

微震监测、水文监测、风水管路压力监测等。 

3）千兆工业以太环网、通信联络系统、井下 WIFI无线通讯、工业电视及人员

定位。 

4）部分监控系统实现了信息融合、WEB 发布和地理信息可视化。 

在综合安全监控系统方面，存在监测盲区，需要建立基于光纤传感器的综合监

控及应急通讯系统，全矿井使用激光／光纤甲烷传感器，提升安全监控系统的可靠

性、抗干扰能力；在采掘工作面建立无线激光甲烷传感器监测系统工程示范；在人

员定位系统方面，尚需实现精确定位；在综合自动化方面，尚需建设压风、排水、

供电、皮带等远程集控；在传输网络方面，随着无人值守对大量视频传输的需求，

需把网络带宽提升到万兆，同时建立宽带无线/光纤全覆盖传输网络，提高井下无

线宽带通讯的可靠性；在 GIS应用方面，提升 GIS系统的用户友好性，建立全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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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地理信息系统；在数据处理和应用方面，建立基于集团公司的煤矿安全生产、

管理关键数据云计算存储及大数据中心，实现对煤矿安全生产重要隐患的超前感

知、智能分析和决策支持。 

（2）技术路线及先进性。 

在综合智能安全监控系统方面，建立基于激光／光纤甲烷、一氧化碳等多气体

传感器，矿压、微震、水位、设备温度、振动，光纤无源电话等光纤多参数大容量

传感网络及无线激光甲烷传感网络的综合安全监控及应急通讯系统。 

在自动化控制方面，基于组态软件和 PLC 控制的井下压风、排水、供电、皮带

运输等通过工业以太网传输实现远程监测监控；通过光纤传感器实现对工作面液压

支架压力、顶板倾角、步进位移等多参数综合监测，提升采掘自动化程度。 

在人员定位系统方面，采用超宽带无线传输网络、基于传输时间和路径优化算

法，实现 3米以内的人员精确定位。 

在传输网络方面，首先对于现有工业骨干支撑网络进行优化改造，增加网络节

点建设，部分重要节点扩容升级至万兆工业以太网，满足高清工业视频、语音、生

产控制要求。同时，根据巷道无线通讯传输条件，优化基站布局，实现高可靠性

WIFI无线通讯传输网络。 

对矿山三维 GIS 系统，进一步提升数据生成的自动化程度，减少系统维护对人

力和技能的要求，通过优化系统底层算法，提升系统响应的实时性。 

在智能分析预警方面，建设矿井生产云计算数据中心，提高生产管理系统的安

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建设煤矿安全生产预警分析平台，推进覆盖全矿井的物联

网系统建设，借助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手段，结合海量数据信息，分析建立灾害预

警模型，实现各种安全隐患的超前预测、预警、预报、预控，促进矿井对不安全因

素提前进行整改，对危险性较大的区域进行重点监控和实时预警，并对灾害防治及

生产优化提供决策支持，有效避免发生重大事故，保证矿井的安全高效开采。 

2.机械化自动化改造主要工作内容。 

本示范项目将主要包括下列几项内容：①建立基于先进光纤传感器和无线传感

器的全矿井智能综合监测及应急通讯系统；②建设矿井安全高可靠性万兆骨干及宽

带无线传输网络和精确人员定位系统;③建设基于高清工业视频、智能图像识别及

远程集控的综合自动化系统；④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的三维实时可视化;⑤基于矿井



 

- 7 - 
 

 

生产云和集团云计算中心的大数据安全隐患智能分析预警系统、主要生产设备运维

在线监测及预警分析系统，形成多业务集成的综合门户。主要任务包括： 

（1）建立基于先进光纤传感器和无线传感器的全矿井智能综合监测及应急通

讯系统。 

1）结合目前已有和应用的光纤瓦斯、多气体传感器、分布式测温技术，进一

步完善光纤传感器系列，提升传感器技术水平及其在煤矿井下恶劣环境的适用性。

在现有光纤温度、振动、瓦斯、水位、微震、矿压、顶板离层、声音等传感器的基

础上，进一步拓展光纤压力传感器的测量范围，实现三分量微震监测，提高检测灵

敏度，研制可重复使用的光纤矿压传感器，研究传感器在煤矿井下环境使用、更换

保护装置。 

2）拓展激光甲烷传感器在 10306、7302 等采掘工作面、回风巷道、上隅角等

地点应用；建立无线激光移动式甲烷传感器在采掘工作面监测系统示范应用，融合

光纤有线和激光无线瓦斯监控系统及地理信息系统。 

3）在 10306 采煤工作面建立基于光纤分布式测温和光纤多气体井下束管采空

区发火预警系统。 

4）在七采区（7302）、一采区（1310）建立基于光纤矿压、微震传感器网络的

围岩变形、冲击地压监测系统。 

5）建立基于无源光纤电话、瓦斯、温度、水位等传感器的井下应急通讯、信

息系统，与调度通信系统实现互联互通。 

（2）建设矿井安全高可靠性万兆骨干及宽带无线传输网络和精确人员定位系

统。 

1）结合矿山物联网互联互通标准，建设基于北斗/GPS的矿山授时系统，实现

网络监测设备与子系统的同步授时，为分布式测量网络和高精度定位系统提供技术

基础。 

2）对井上、下工业骨干支撑网络进行优化改造，增加网络节点建设，将部分

重要节点扩容升级至万兆工业以太网，满足高清工业视频、语音、生产控制要求。 

3）优化 WIFI基站布局，建设高可靠性、高可用性、高安全性的高速无线工业

承载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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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用超宽带无线传输网络 TOF 等精确定位技术，实现 3 米以内的精确移动

定位，建立基于三维 GIS的人员精确定位系统。在 10306工作面建立人员精确定位

系统。 

5) 基于煤矿数字平台的煤矿融合通讯联络系统。 

（3）建设基于高清工业视频、智能图像识别及远程集控的综合自动化系统。 

1）增加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传感器种类、数量和工业视频数量，在地面集控中

心实现实时监测监控。 

在工作面上下端头、主要转载点增加高清视频，在限制区域实现图像智能识别

与报警。 

2）对井下供电、排水、压风、皮带运输监控系统进行接口改造，通过工业网

传输至集控中心，通过组态软件实现上述系统的地面远程集控。 

3）建立液压支架压力、顶板倾角、步进位移、设备姿态等多参数综合监测。 

（4）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的三维实时可视化； 

升级现有矿山三维 GIS系统，进一步提升数据生成的自动化程度，减少系统维

护对人力和技能的要求，通过优化系统底层算法，提升系统响应的实时性。 

进一步精细化井上下三维模型，包括井下巷道、采掘工作面、井下主要设备、

基站传感器等，达到虚拟现实的逼真效果。 

（5）建立基于矿井生产云和集团云计算中心的大数据安全隐患智能分析系统、

主要生产设备运维在线监测及预警分析系统，形成多业务集成的综合门户。 

建设矿井生产云计算数据中心，提高生产管理系统的安全性、可用性和稳定性；

建设煤矿安全生产预警分析平台，借助大数据及云计算技术手段，结合海量数据信

息，分析建立瓦斯、水文地质、应力地质、地温分布、矿压分布等灾害预警模型，

实现岩体变形、煤与瓦斯突出、突水透水、冲击地压、煤炭自燃和各种安全隐患的

超前预测、预警、预报、预控，促进矿井对不安全因素提前进行整改，对有危险性

较大的区域进行重点监控和实时预警。建立主要生产设备运维在线监测及预警分析

系统。 

 

四、进度计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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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2016年 8月完成验收的时间节点，合理安排工作进度。） 

序号 工程简要内容 计划时间 

1 调研相关技术，论证方案，确定实施方案。 2015 年 8-9月 

2 

方 

案 

实 

施 

实现网络系统扩容和授时系统，建设

高性能无线工业网 
2015 年 10-11月 

3 
完善高清视频系统，排水、供电、压

风、皮带运输等系统地面集中控制 
2015年 10 月-2016年 1月 

4 

完善光纤传感器网络，建立基于无线

/光纤传感器的综合安全监控及应急

通讯系统 

2015年 10 月-2016年 2月 

5 

升级 GIS系统、进一步精细化井上下

三维模型，达到虚拟现实的逼真效

果。 

2015年 10 月-2016年 2月 

6 高精度人员定位 2015年 10 月-2016年 3月 

7 
主要生产设备运维在线监测及预警

分析系统 
2015年 11 月-2016年 4月 

8 矿安全生产预警分析平台 2016年 1 月-2016年 4月 

9 现场工业实验、改进和完善 2016 年 5-7月 

10 
现场试运行，结合实际情况，编写研究报告，

准备验收和鉴定材料。 
2016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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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配合试点示范的实施，成立公司示范工程领导小组,集团公司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李伟任组长，孟祥军（集团公司总工程师）、李佃平（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任副组长，成员由集团公司、煤业公司相关部室负责人和兴隆庄煤矿负责人组成。

兴隆庄煤矿成立项目组，组长宫志杰，副组长马俊鹏和协作单位负责人，成员见项

目组成员名单。集团公司组织专家组进行示范工程顶层设计、组织项目方案论证、

阶段性验收，负责落实示范工程所需资金及物资保障；兴隆庄煤矿负责示范工程人

员配置、资金投入，系统安装、现场调试、运行维护、工业性试验、制定技术规范、

标准等工作。 

项目实施由第三方总承包，具体协调建设方、各协作单位技术沟通和系统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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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验收。建议引入第三方专业化信息系统服务保障体系运维模式，进行后期运

行维护。 

试点示范工程资金概算：本示范工程预计投入 971.01 元，其中光纤传感器及

综合安全监测系统建设 315.9 万元，宽带无线/光纤矿山井下高可靠性传输系统建

设 190.02万元，高清视频及远程集控改造 194.06万元，三维 GIS 可视化系统升级

60 万元，矿井生产云数据中心煤矿安全生产预警分析平台及生产设备在线运维监

测系统建设 151.03 万元，系统集成费 30万元，调研、论证、验收、标准评审等费

用 30万元。(具体预算附表) 

具体保障措施如下： 

（1）定期协调机制。 

定期召开工程建设协调会议，对建设单位和技术支撑单位进行监督、协调和管

理，负责审核各参与单位的阶段建设计划和建设成果，监督各项任务的实施进度，

协调参与单位之间的各项事宜；各协作单位须定期提交阶段审查报告、年度建设报

告和下年度的建设工作计划，以便及时掌握工程建设进度，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完

成各项任务。 

（2）专家委员会。 

成立试点示范工程建设专家委员会，为试点示范工程建设计划、设计和实施提

供咨询和建议。协助审核工程建设重大变更，并对项目全程实施进行指导和检查。 

（3）严格管理制度。 

明确任务分工、把握年度进展计划和验收指标，严格按照工程建设合同书中建

设内容实施，保证工程按计划进行；参与单位根据任务分工，制定各自工作范围内

的详细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在示范工程确定的经费范围内做到专款专用，确保经

费使用合理、规范。 

（4）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 

试点示范工程实施过程中，充分与国外相关行业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交流合

作，利用、吸收转化国际高新技术理论与产品，完成工程建设的各项目标。 

六、建设前后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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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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实施示范工程，将建立国内一流的智能监测监控安全保障系统，主要特色

包括： 

（1）形成以光纤传感器和无线传感网络相结合为特色的多参数、大容量、无

盲区的感知网络，实现对瓦斯、冲击地压、采空区自然发火、水害、设备状态智能

监测预警，建成光纤无源应急通讯保障系统； 

（2）建成矿井安全高可靠性万兆骨干及宽带无线传输系统和高精度授时系统，

精确人员定位系统； 

（3）基于高清工业视频、智能图像识别系统及远程集控的综合自动化系统； 

（4）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的三维综合实时可视化管控，主要生产设备运维在线

监测及预警分析系统，基于矿井生产云和集团云计算中心的大数据安全隐患智能分

析预警系统，形成多业务集成的综合门户； 

（5）引入第三方专业化信息系统服务保障体系运维模式； 

形成了煤矿智能监控系统信息采集、信息接口与通讯标准及光纤传感器、自然

发火、冲击地压、应急通讯系统技术规范，使智能监测监控安全保障示范工程具有

可推广性。 

本示范工程计划投资 971万元，通过实施示范工程，预期将减少井下作业人员

175人，以人均年用工成本 10万元计，将降低人工费用 1750万元；该工程将减少

设备故障、自然发火等事故隐患、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设备停机率 2%，折合原煤

产量 13.2 万吨，增加利润约 1000万元。该项目运行一年后预期产生经济效益 27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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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场所/环节 示范内容 
应用前岗位

用人情况 

应用后岗位

用人情况 

减人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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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工程实施前后典型用工对比表 

示范工程通过提升综合自动化水平，采用高可靠性安全监测系统及大数据智能

分析系统，在生产及系统维护用人方面，取得显著的减人效果，与国内同等条件生

产矿井对比，典型数据上表。 

一通三防 光纤监测系统 48 26 22 

地面压风系统 
矿井压风控制系统远程

集控 
20 5 15 

井下排水系统 
井下排水控制系统远程

集控 
17 4 13 

井下皮带运输系统 
井下皮带控制系统远程

集控 
50 30 20 

井下供电系统 
远程输配电控制系统远

程集控 
20 3 17 

主要生产设备 
设备运维在线监测及预

警分析系统 
208 120 88 

累计 363 188 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