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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试点示范

名称 
东怀煤矿机械化、自动化改造示范项目 

项 

目 

牵 

头 

单 

位 

信 

息 

单位名称 

（盖章） 

广西东怀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 
邮政编码 533000 

通讯地址 百色市右江区龙景街道办事处百法村百岗 

负责人 姓名 盆伟伟 
职务/ 

职称 
董事长/工程师 

联系人 姓名 刘健源 
职务/ 

职称 

技术信息中心副主

任/工程师 

项目执行时间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 总经费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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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地玛珂电液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建煤自动化有限公司 

湖南山源安自控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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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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怀煤矿是广西百色市属国有企业百色百矿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百矿集团,

原为广西百色矿务局有限公司）的骨干生产矿井，矿井始建于 1998 年 5 月，2002

年竣工投产，原设计生产能力为 15万吨/年。矿井采用炮采炮掘工艺，工作面采用

单体液压支柱支护。因矿井地质条件复杂，构造多，煤层赋存在软岩地层中，顶板

破碎易漏、底板松软易鼓，巷道侧压严重，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面对矿井的重重困难，东怀煤矿进行了多次支护改革，均没有取得满意效果。2005

年，经反复研究，百矿集团下定决心对东怀煤矿实施机械化改造，通过多年艰苦的

努力，将生产经营极为困难的矿井改造为“综掘综采一体化、综掘锚喷一体化、煤

矿安全管理信息化”现代化矿井，生产能力由 15 万吨/年提升到 150 万吨/年，被

誉为“全国中小型煤矿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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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005 年，东怀煤矿投资 500多万元，一次性引进 4套综合机械化掘进机组，

全部淘汰了打眼放炮的传统掘进工艺，在广西率先实现了掘进机械化，比人工炮掘

提高了近 10倍。2005 底年初投资 1850多万元采购第一套综合机械化采煤成套设

备，并于 2006年初完成安装调试，下半年投入试运行。东怀煤矿还陆续投入 4000

多万对运输、通风、供电系统进行改造。通过实现采掘机械化、运输皮带化、支护

锚喷化，全矿淘汰了炮掘、炮采和棚架支护等落后的生产工艺，做到了全过程的机

械化生产。2007年东怀煤矿通过自治区验收正式投产，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达

产、当年通过标准化验收，矿井原煤生产能力由 15万吨/年迅速提升到 90万吨/

年，平均回采工效由原来的 2吨/工提高到 60吨/工，用工人数由原来的近 1000

人减少到 500人，安全生产系数进一步提高，真正实现安全生产。 

为进行机械化改造工作，东怀煤矿累计投入了约 1.47亿元的资金，取得了良

好的安全生产效果。2011年，以东怀煤矿机械化改造经验为基础形成的“百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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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批示肯定，总结上升为“百色经验”，在全国

推广。2012 年百矿集团东怀煤矿的机械化改造经验还成功地在贵州得到了应用和

推广，百矿集团投资 5.5亿元，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分别对贵州两个煤矿进行了机

械化改造工作，改造工作获得了成功。 

3.示范条件落实情况。 

（机构、人员、资金、现场条件等情况。） 

在组织机构方面，为推进煤矿的机械化、自动化改造的项目，百矿集团已成立

由集团总工程师任组长，集团分管安全、生产两个副总裁任副组长，集团各类专家

任组员的机械化、自动化改造领导小组，并在东怀煤矿进行实施工作。 

在技术人员方面，东怀煤矿在自动化控制技术方面的技术力量较为薄弱，需要

大量的熟悉自动化控制技术的技术工人、技术员，还需要熟悉自动化技术的管理人

员。 

在项目改造资金方面，改造综采工作面自动化采煤设备的大致费用为 5000万

元，其它系统自动化改造费用合计约为 500 万元。总共合计约 5500 万元。目前煤

炭市场不景气，煤炭价格在低位徘徊，企业盈利能力下降，项目改造资金缺口较大。 

在东怀煤矿井下现场条件方面，东怀煤矿的地质条件较为复杂，构造多，煤层

赋存在软岩地层中，顶板破碎易漏、底板松软易鼓，巷道侧压严重,机械化转化为

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有一定困难。但东怀煤矿在 2005年已开始推行综合机械化掘

进、开采，到现在已有 10年的机械化开采经验，管理人员及井下的职工的综合素

质比较高，推进自动化采煤技术有很好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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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采用综采工作面自动化控制技术，应用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智能集成

供液系统等综采工作面智能成套装备，代替各类手动操作过程，实现割煤、推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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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架、运输等过程自动化控制，减少采煤工作面作业人员 20%以上。 

通过应用电力监控系统、皮带集中控制系统、自动排水系统等系统、装备，代

替固定人员值守，实现井下变电所、水泵房等地方无人值守，减少机电、皮带工区

人员 30%左右。 

2.形成企业标准、规范的数量。 

预计会形成集团自动化、信息化等方面的企业标准、操作规范 50多条。 

3.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先进技术、工艺、方法等方面的数量。 

项目可形成在集团下属各矿和全国其他类似条件的矿井可推广、复制的各类技

术、方法有 1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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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东怀煤矿采煤、掘进、运输等生产环节都已经实现机械化生产，但是采

煤机、液压支架、皮带机、刮板机、排水泵等设备都是需要操作人员在工作现场实

施操作，生产各个过程的自动化水平较低。我们计划提高上述各生产环节自动化水

平，利用自动化控制系统控制各类设备、生产环节，减少井下现场各类操作人员的

目标。 

为此，需要引进成套的综采工作面自动化开采设备，主要有煤机、刮板机、转

载机、液压支架、液压泵站等设备，并采购综采工作面自动化控制系统，由自动化

控制系统对所有设备进行自动化控制，实现采煤工作面远程自动采煤的目标。 

引进皮带机集中控制、自动排水、电力监控等技术，实现皮带机、泵房、变电

所等处无人值守功能。 

2.机械化自动化改造主要内容。 

（1）更换目前不具备自动化控制功能的综采工作面设备，实现对所有综合机

械化采煤工作面设备的协调管理与集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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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在复杂地质条件下采煤机、液压支架自动化采煤工艺。 

（3）引进集成供液控制系统，实现自动化远程供液体。  

（4）其他自动化系统改造。 

1）皮带机集中控制系统：在皮带机主机中安装集中控制系统，实现对皮带机

的远程集中控制； 

2）电力监控系统：建成井下变电所高低压电网的电力监控系统，实现井下变

电所无人值守功能。建成井下高压电网的防越级跳闸系统，提高井下矿井供电可靠

性和供电安全； 

3）自动化排水：改造井下中央泵房设备，实现中央泵房自动排水，无人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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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月～2015年 8月：对自动化采煤技术进行调研。 

2015 年 9月～2015年 12月：与科研院所、生产厂家合作制定技术方案，对设

备选型，签订采购合同，项目开始实施。 

2015 年 12月～2016年 7月：完成自动化项目的安装、调试工作，系统进入试

运行阶段。 

2016 年 8月：完成项目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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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东怀煤矿自动化改造项目的顺利开展，集团公司已成立机械化、

自动化改造项目领导小组。 

（2）百矿集团培训中心制定专项培训计划，采取送到相关厂家现场培训与厂

家技术员到培训中心现场授课等方式进行培训、培养自动化控制技术人才，以适应

各系统自动化改造需要。 

（3）自动化生产改造项目已经立项有专项资金，通过自有资金、贷款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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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资金，做到专款专用，保证自动化生产改造项目的实施不受资金使用的受影响。 

（4）东怀煤矿通过维护和改造井下的各种巷道，保证自动化生产改造不受井

下巷道变形的影响。  

（5）东怀煤矿为了确保自动化生产改造项目的安全高效的推进，建立多项规

章制度，为自动化生产改造项目从立项、改造及投产做出了保障。 

 

六、建设前后对比分析 

1. 示范前景分析。 

（示范作用和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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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自动化改造后，实现在复杂地质条件下井下人员现场操作的方式转变成自

动、集中、远程的控制模式。减少了井下个现场作业人员，提升装备整体智能化水

平,推进煤矿朝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迈进。顺应煤矿开采的发展

趋势，在广西乃至全国小煤矿具有示范作用。 

如果东怀矿采煤工作面实现综采自动化，安全生产、经济效益会有显著提升。

主要的安全、经济效益有以下几点： 

（1）安全生产方面效益。 

1）安全可靠性提高。大幅度降低工作面工人劳动强度，采煤工作面生产时，

采煤司机通过地面或顺槽远程控制，工作面只有 1～2人进行巡检，实现少人作业，

实现少人则安。 

2）综采自动化系统对系统内所有设备的各项参数均能严密监控，并自动采取

报警、规避、制止等各种措施，大大减少机电设备不安全状态导致的安全问题。 

3）综采自动化系统内各设备按编制好的程序、步骤自动控制、协调操作，因

此大大减少了各工种人员自身的不安全行为导致的安全问题。 

4）液压系统具备性能可靠的保护系统，在液压管爆裂等危险情况下，能够迅

速自动停泵，确保井下设备和操作人员安全。 

5）工程质量得到较大提高。由于割煤、推溜、移架等生产工艺实现自动化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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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面支架平直，可确保工作面动态达标。 

6）使队伍素质提高。因为系统更复杂，在工作面的设计、讨论、安装、调试、

使用和维护的过程中会大大促进综采队人员、机电管理人员等各级管理人员技术素

质、管理素质提高。 

（2）经济方面效益。 

通过使用自动化采煤技术，采煤工作面回采工效进一步提高，吨煤成本得到降

低，每个自动化综采工作面煤炭每年产量可比原来多增加 70000吨，每年多增加销

售收入 2002 万元，每年多增加净利润 368 万元。 

通过使用综采自动化采煤、自动排水系统、皮带机集中控制系统等各种自动化

技术，可使采煤、机电、运输等工区减少 20%以上的人员，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 900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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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同等条件下的煤矿一般一个综采队有 100多人，东怀煤矿实施综采自动化

采煤技术后，综采队人员可以减少到 50人左右，比国内同等条件下其他煤矿少 50%

左右,同时职工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矿井的年产量稳步上升。 

采用自动排水系统、架空人车自动控制、皮带机集中控制、无极绳绞车，完成

东怀煤矿自动化生产改造项目建设完成后，各类人员减少 90 人，降至 500 余人，

与国内同等条件下的煤矿用工 1000多人相比能减少了 4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