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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PR-2020-0350002

山 东 省 能 源 局 文件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
鲁能源煤炭字〔2020〕115 号

山东省能源局 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
关于印发《山东省煤矿智能化验收办法（试行）》

的通知

各产煤市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兖矿集团、山东能源集团：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关于加快煤矿智

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推进全省煤矿智能化建设，省能源

局、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制定了《山东省煤矿智能化验收办法（试

行）》，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能源局 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

2020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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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煤矿智能化验收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关于加

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0〕283 号）和

《山东省煤矿智能化建设实施方案》（鲁能源煤炭字〔2019〕280

号），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加快推进全省煤矿智能化建设，

制定本验收办法。

第二条 本验收办法适用于省内所有合法生产煤矿。

第三条 坚持示范引领、统筹推进的原则，在冲击地压矿井

采煤和掘进工作面实现智能化的基础上，以大型矿井为重点，推

进智能化向煤矿全系统延伸，加快建设一批省级智能化示范煤矿。

第四条 坚持减人提效保安全原则，智能化煤矿采煤和掘进

工作面实现少人或无人操作，其中，采煤工作面不得超过 16 人，

掘进工作面不得超过 9 人；井下主要生产系统固定岗位实现无人

值守与远程控制。

第二章 验收主要内容及标准

第五条 智能化煤矿主要生产环节应初步形成数字化传输、

自动化运行、智能化控制技术体系，应运用先进的监测监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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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通信技术，对煤矿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信息进行采集、分析

和处理，实现采煤、掘进、机电、辅助运输、通防、信息管控等

主要生产管理环节的智能化运行。

第六条 智能化采煤是通过采煤环境的智能感知，由采煤装

备自动、独立完成煤炭开采的作业过程。

1.采煤机应实现记忆截割、就地/远程控制、自主定位、采

高精确控制、故障诊断等功能；鼓励采用具有“5G+高精度导航

定位+龙软科技一张图+三维动态地质模型自适应割煤”智能化开

采技术。

2.液压支架应配备电液控系统，实现单架/成组自动跟机移

架、收伸护帮，自动推溜、精准推移、姿态自主感知、远程控制

等功能。

3.刮板输送机应具备运行状态监测、负荷检测、故障诊断功

能，实现与工作面控制系统的通信和协同控制。

4.带式输送机应实现集中控制和无人值守，具备驱动部工况

监测、自动调速、自动张紧、煤量监测、大块煤矸破碎、杂物自

动清除等功能，各类保护实现自动监测及数据上传。宜安装自移

机尾。

5.供液系统应具备多泵联机启停、泵站电磁卸荷、恒压供液、

乳化液自动配比、流量自动控制、状态监测功能，实现高压自动

反冲洗、自动配比补液、高低液位自动控制。

6.工作面超前支护 20m 范围应用顺槽支架，实现自移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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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冲击地压煤矿支护形式须符合冲击地压防治规定要求。

7.工作面各设备实现集中、就地和远程控制，采煤机、液压

支架、刮板机等设备实现协同控制和流程启停。

8.工作面建有集中控制中心，实现设备状态监测、可视化集

中控制功能，同时可通过井下工业以太网将工作面设备数据上传

至地面监控中心。

第七条 智能化掘进是通过构建多机协同控制系统，实现连

续、快速、稳定、安全智能化巷道掘锚运作业。

1.综掘机应实现遥控操作、负载自适应、状态监测、人员接

近保护、自动喷雾等功能，争取具备自主导航、自动截割功能。

2.掘锚机/连采机应实现遥控操作、自主导航、自动截割、

转载除尘、人员接近识别、危险区域人员误入急停闭锁、声光报

警、自动喷雾等功能。

3.工作面应配备组合开关，实现集中供配电，配合集控系统

实现信息上传等功能。

4.工作面应实现支护作业机械化。配备具有遥控操作的液压

锚杆钻车或掘锚护功能的综掘机等装备。冲击地压煤矿支护形式

须符合冲击地压防治规定要求。

5.带式输送机实现大容量储带、机尾自移及自动调速功能，

转载机实现煤流连续转载等功能。

6.工作面实现沿线可视化集中控制、设备信息监测及上传等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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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智能化机电是通过推广应用视频监视、智能监测与

保护、自动控制或集中控制等技术，实现煤矿压风机房、绞车房、

变电所、水泵房、原煤主运输系统等固定场所运输设备无人值守

或集中控制，减少固定岗位人员。

1.主压风系统应实现风量、压力、温度、振动以及电气等参

数的连续在线监测及远程实时传输和可视化监控。具有远程和就

地两种控制方式，具备故障诊断、监测预警、负荷调节、电量计

量、能耗分析，自动切换运行、无人值守管理等功能，。

2.主排水系统应实现无人值守、远程数字传输、地面集中可

视化监控。具备两种可靠的引水装置及双水位双报警功能，有远

程、就地自动、手动三种控制方式，可根据涌水量自动调节排水

泵运行台数，自动切换排水管路，能在线检测主排水系统工序能

耗，实现多台泵自动轮换工作控制，以及多水平阶梯式联合排水

智能监控功能。

3.主提升系统应实现高速采集与数字传输高低压控制柜、主

电机、液压站等重点部位的电流、电压、箕斗位置，以及超载、

二次装载、过量过装等信息。有远程、就地自动、手动三种控制

方式，实现远程集中控制、可视化监控。具备首尾绳高清动态无

损自动监测、井底积煤监测、箕斗载重在线检测智能分析和报警

闭锁停车功能；同时具有故障自诊断，远程维护、设备状态分析

预判等功能。

4.原煤主运输系统应实现对电流、温度、速度、运量、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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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的实时采集显示、可视化监控。具备集控和就地两种控制

模式，实现地面集中控制，现场无人值守；具备各类监测参数自

动分析判断，异常报警停机；根据煤流大小、方向、煤仓煤位进

行煤流均衡自动控制。

5.供配电系统应实现高（低）压电气设备遥信、遥测、遥控、

遥调、遥视信息在线监测及远程实时传输和可视化监控，遥控功

能必须具备防误操作及远程闭锁；各变电所实时远程集中监控及

智能调度，实现无人值守；具备数据采集、运行监视、智能告警、

故障录波分析、防越级跳闸、自动故障定位等功能，并应具备峰

谷电能计量、能耗统计、在线电能质量分析、绝缘监测功能。

第九条 智能化辅助运输是通过推进有轨、无轨高速运输

圈、单轨采区运输网、快速装卸站和智能巡检系统，建成辅助运

输智能信息化平台，实现辅助运输连续化、快速化。

1.架空乘人装置应具备无人值守、全面视频监控等功能；各

类保护实现自动监测、自动报警、自动停车。

2.主要轨道提升斜巷应实现视频监控；实现跑车防护装置与

绞车连锁自动控制；斜巷行人自动监测并与绞车自动联控；绞车

运行自动预警警示和智能通信信号装置；设备状态信息采集上传

等。

3.连续牵引绞车运输应实现视频监控，具备无线移动通信和

信号发送、行人自动监测、断绳自动阻车等功能，各类保护实现

自动监测、自动报警、自动停车；模拟状态显示和信息上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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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轨吊车和胶轮车运输重要站点和运行区域应安装有视

频监控，实现运输网络无线通信、机车精准定位、信号自动管控

和状态模拟显示及信息上传；道岔和风门实现自动控制（或遥控）

并自动警示功能；单轨吊车具备可遥控操作、超速自制动等功能；

设备状态信息采集、自动分析和预警功能；胶轮车具备倒车自动

视频和警示装置，超速等违章抓拍功能。

5.大巷轨道运输机车应具备通信和定位功能，实时模拟显示

有关信息，主要地点实现视频监控；具备“信集闭”功能；道岔

实现集控或遥控并有岔位警示，机车运行自动声光预报警装置齐

全；架线机车人车场安装自动停送电开关，双轨人车场有闭锁信

号。

6.建有集管理、调度、指挥、监控、通信、预警等一体的辅

助运输智能信息化管理平台或指挥中心，实现人员、设备设施、

检修保养、检测检验和物流运输等智能化管理。

第十条 智能化通防是通过推进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智能化

建设，实现井下环境参数实时监测、异常报警、应变决策智能辅

助，主要通防设施和装备操控实现远程化、智能化。

1.主通风机房、控制室安设监控视频，实现实时监控、远程

自动控制。能在线监测运行状态、风量、风压、温度等工况参数，

具备震动检测及报警功能。

2.局部通风机开停实现远程监控、主备风机自动切换。全部

配备性能可靠的低噪音局部通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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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风门设置风门开关传感器, 通单轨吊机车风门、风压

较大行人联络巷风门应实现自动化。

4.防尘系统应具备综合防尘自动化。采掘工作面全面实现综

合防尘自动化，液压支架实现割煤、降柱、移架或者放煤时同步

自动喷雾；主要大巷和采掘地点净化水幕实现自动化；掘进工作

面装备除尘风机或干式除尘系统；井下主要大巷隔爆设施具备自

动加水功能。

5.防灭火系统应建立束管监测系统，实现自动取样分析、自

动联网上传、数据异常自动预警；建立防灭火测温系统，实现对

温度连续监测；应用智能化注胶体设备的，实现定量调节。

6.安全监控系统应实现全数字化传输。使用先进传感技术，

具备在线定期未标校提醒、地址重复报警、即插即用功能，关键

数据主动上传、分级报警、无主异地断电、火灾和瓦斯预测预警

分析功能；与人员位置监测、应急广播、调度通信等系统实现多

系统融合联动。

第十一条 智能化信息管控平台是通过有效融合井上下各

调度信息化系统数据，实现各自动化、智能化子系统集中操作、

集中监控和统一调度。

1.调度通信系统实现与行政电话、应急广播、无线通信系统

互联互通，可对所有用户任意编组，并实时监测各用户和中继工

作状态。

2.应急广播系统应实现主要工作地点全覆盖，系统除具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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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广播、人工呼叫自动广播等基本功能，还应具备选呼、组呼、

全呼等调度功能。

3.人员精确定位系统应实现采掘工作面和运输大巷全覆盖。

定位精度符合《山东煤矿人员精确定位系统技术要求（试行）》

7.4 项要求。

4.无线通信系统应实现运输大巷和采掘工作面全覆盖，移动

终端数量满足最大下井人员需求，具备组呼、全呼和查询等功能。

5.企业数据中心应建设私有云，煤矿应建有万兆工业以太

网，建成高速网络传输链路，完善工控安全防护系统，实现主要

系统虚拟化和服务器资源的池化管理。

第三章 评分办法

第十二条 申报智能化煤矿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齐全有效。

2.矿长、副矿长、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在

规定的时间内参加由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知识和

管理能力考核，并取得考核合格证。

3.无国家明令禁止、淘汰的设备和工艺。

4.编制有智能化煤矿建设方案。

5.建立有煤矿智能化系统运行维护管理机制。

6.煤矿智能化系统（工作面、项目）应正常运行一个月以上。

7.安全生产标准化达到二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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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煤矿主要采煤工作面全部实现智能化开采。

9.建立井下人员精确定位系统。

第十三条 智能化煤矿验收满分为 100 分，采用各部分得分

乘以权重的方式计算，其中，智能化采煤占 30%，智能化掘进占

20%，智能化机电和智能化信息管控平台各占 15%，智能化辅助

运输和智能化通防各占 10%。各部分考核评分情况见考核表。

验收考核结论为合格和不合格。经验收，煤矿最终得分达到

80 分，且智能化采煤达到 90 分、智能化掘进达到 80 分为合格。

第四章 验收程序

第十四条 煤矿智能化验收工作按照企业自评初审、省级验

收、公示公布的程序进行。

1.企业自评初审。各煤矿按照煤矿智能化验收标准组织自

评，达到验收标准的，由企业提出申请。

省属煤炭企业所属煤矿由企业初审，出具初审意见，报省能

源局。市县属煤矿由煤矿所在地市级能源管理部门初审，出具初

审意见，报省能源局。

2.省级验收。省能源局联合山东煤矿安监局建立智能化煤矿

验收工作机制，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合格后会同

相关单位，对申报项目进行现场验收。

3.公示公布。对验收通过的煤矿，在省能源局官方网站向社

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对公示无



— 11 —

异议的项目，予以公布。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省能源局负责解释，并依据国家政策、

行业标准等适时调整。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2 年 5

月 28 日。



— 12 —

山东省智能化煤矿验收评分总表

煤矿名称 验收时间

必备条件 检查情况

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齐全有效。

矿长、副矿长、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取得考核合格证。

无国家明令禁止、淘汰的设备和工艺。

编制有智能化煤矿建设方案。

建立有煤矿智能化系统运行维护管理机制。

申报的智能化项目应正常运行一个月以上。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到二级以上。

煤矿主要采煤工作面全部实现智能化开采。

建立井下人员精确定位系统。

项目（权重）

得分

智能化采煤

（0.3）

智能化掘进

（0.2）

智能化机电

（0.15）

智能化辅助运输

（0.1）

智能化通防

（0.1）

智能化信息管控平台

（0.15）

得分 加权分 得分 加权分 得分 加权分 得分 加权分 得分 加权分 得分 加权分

验收结论 验收人员

合格标准：综合得分 80 分，且智能化采煤达到 90 分、智能化掘进达到 80 分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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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采煤验收评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标准分值 评分办法 得分

1 采煤机

1.自主实现记忆功能、故障诊断；

2.姿态感知(利用倾角、摆角等姿态传感器实现）；

3.远程控制，远程控制响应时间≤300ms，状态反馈时间≤500ms；

4.第三方协同控制接口；

5.采煤机精确定位或三维定位（利用激光、雷达扫描和惯性导航等技术实现）；

6.牵引电机电流、截割电机电流，行走参数，牵引电机油温及轴承温度等数据传输。

20

查现场和资料。未

实现第 1、3、4、6

项，每项扣得 4 分；

未实现其他项，每

项扣 2 分。

2 液压支架

1.能够根据采煤机位置自动完成伸收护帮、单架/成组移架、推溜、喷雾除尘等动作；

2.配置压力、位移、倾角等传感器实现姿态感知与控制；

3.远程控制、工作面遥控器控制，响应时间≤300ms，状态反馈时间≤500ms；

4.视频图像采集：安装云台或固定点摄像仪，实现随机视频图像采集；

5.第三方协同控制接口；

6.立柱的工作压力、推移千斤顶的行程、支架动作等数据传输；

7.矿压、安全阀、行程等传感器异常报警；

8.具备带压移架和初撑力自动保持功能，能够实现自动补压；

9.具备远程集中控制平台、远程控制功能；

10.具备故障诊断功能；

11.具备人员接近保护功能；

12.具备精准推移功能；

20

查现场和资料。未

实现第 1、3、4、6、

7、8、9、10 项，每

项扣 2 分；未实现

其他项，每项扣 1

分。

3 刮板输送机

1.运行状态监测；

2.视频图像采集：安装云台或固定点摄像仪；

3.第三方协同控制接口；

4.远程集中控制，响应时间≤300ms，状态反馈时间≤500ms；

5.负荷均衡智能控制、故障诊断功能；

6.具备断链监测功能。

12
查现场和资料。一

项不符合，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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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标准分值 评分办法 得分

4 供液系统

1.泵站运行状态监测；

2.远程集中控制，响应时间≤300ms，状态反馈时间≤500ms；

3.乳化液自动配比和补液；

4.净水处理装置，进水压力感知；

5.高压自动反冲洗装置(根据进出口压差、时间等参数完成自动反冲洗)；

6.乳化液液位、浓度及流量监测；

7.恒压供液；

8.远距离供液（采区车场或地面）；

9.乳化液回收系统。

18
查现场和资料。一

项不符合，扣 2 分。

5 集控系统

1.工作面敷设工业环网；

2.调度室或顺槽集控中心；

3.井上下即时语音视频通讯；

4.视频自动跟机；

5.设备及生产大数据采集、分析、预警与决策；

6.矿压数据采集、分析、预警；

7.利用惯性导航技术等实现刮板运输机自动调直；

8.综采工作面人工干预率≤25%，综放工作面人工干预率≤40%；

9.工作面端头自动斜切进刀；

10.移动终端查询；

11.云端接口。

22
查现场和资料。一

项不符合，扣 2 分。

6 其他

1.工作面两巷超前支护实现自移式超前支护；冲击地压煤矿支护形式须符合冲击地压

防治规定要求；

2.工作面煤流运输系统实现集中控制，无人值守；

3.安装有带式输送机自移机尾；

4.安装有破碎机，具备大块煤矸破碎功能；

5.安装有除铁器，具备铁器等杂物自动清除功能；

6.有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制度。

8

查现场和资料。第

1、2 项不符合，扣

2 分；其他一项不符

合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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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掘进验收评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标准分值 评分办法 得分

1
掘进机（掘锚

机、连采机）

1.遥控、远程控制，响应时间≤300ms；

2.姿态感知(利用倾角、摆角等姿态传感器实现）；

3.随机视频图像采集；

4.第三方协同控制接口；

5.定位或仿形切割；

6.数据实时传输；

7.故障诊断。

40

查现场和资料。未实

现第 1、5 项，每项

扣 10 分；其他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2 集控系统

1.敷设千兆工业环网；

2.井上下集控中心；

3.井上下即时语音通讯；

4.人员定位安全预警联动；

5.设备及生产大数据采集、分析、预警与决策；

6.移动终端查询；

7.云端接口；

8.安装有组合开关，实现设备集中供电，集中控制功能。

32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4 分。

3 支护

1.掘进工作面临时支护机械化或自动化；冲击地压煤矿支护形式须符合冲击地压防治规

定要求；

2.永久支护机械化或自动化；

3.巷道顶板离层、表面位移、锚杆（索）受力数据采集、分析、预警。

12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4 分。

4 辅助运输

1.使用单轨吊、无极绳绞车或无轨胶轮车；

2.视频图像采集；

3.定位与远程控制，远程控制响应时间≤300ms。

12
查现场。一项不符

合，扣 4 分。

5 其他

1.煤矸运输系统实现集中控制、连续运输；

2.安装有带式输送机自移机尾；

3.带式输送机实现大容量储带功能；

4.有智能化掘进工作面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制度。

4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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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机电验收评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标准分值 评分办法 得分

1 主压风系统

1.集中控制，无人值守；

2.第三方数据接口；

3.工况数据采集、分析与预警；

4.故障诊断与信息推送；

5.根据风压来确定开启风机的数量，根据运行时间合理确定开停压风机；

6.具备自动轮换开停、故障自动倒机、定时自动倒机和一键倒机功能；

7.具备检修、手动、自动的控制方式，具备就地和远程互为闭锁的控制模式；

8.实时直观的显示压风机的系统模拟图；

9.压风机房视频监控；

10.具有查询历史运行、故障、报警及温度、压力等参数的历史曲线和实时曲线等功能；

11.能耗分析计算。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2 主排水系统

1.地面远程集中控制，井下无人值守；

2.第三方数据接口；

3.自动轮换开停；

4.故障诊断与信息推送；

5.主排水泵房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6.数据自动采集、分析与预警；

7.实现远程与就地控制的闭锁；

8.泵效及工序能耗自动计算；

9.具备两种可靠的引水装置及双水位双报警功能；

10.具备多水平阶梯式联合排水智能监控功能。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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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标准分值 评分办法 得分

3 主提升系统

1.集中控制、在线监测；

2.智能视频监控全覆盖；

3.第三方数据接口；

4.远程故障诊断与信息推送；

5.井底堆煤保护监测；

6.钢丝绳在线监测；

7.事故案例库管理；

8.箕斗载重在线检测；

9.机房门禁安防系统；

10.设备环境监测预警系统（温湿度、噪音、烟雾）。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4
原煤主运输

系统

1.集中远程监控；

2.装、卸载视频监控全覆盖；

3.第三方数据接口；

4.设备状态数据采集、自动分析与预警；

5.钢丝绳芯在线监测；

6.煤仓煤位在线监测；

7.具备就地和远程互为闭锁的控制模式；

8.数据异常报警、停机功能；

9.煤流均衡控制系统。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5 供配电系统

1.集中远程监控，无人值守；

2.第三方数据接口；

3.能耗统计分析；

4.设备数据采集、运行监视；

5.智能告警、故障分析；

6.煤矿主变电所具备遥视、遥测、遥信、遥调、遥控功能；

7.井下中央变电所具备遥视、遥测、遥信、遥控功能；

8.变电所视频监控；

9.煤矿主变电所电缆夹层、电缆井设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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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辅助运输验收评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标准分值 评分办法 得分

1 架空乘人装置

1.远程监控或人员自控功能，具备现场无人值守功能；

2.机头及上下人站点处视频全覆盖，实现远程监控，模拟状态显示；

3.第三方数据接口，设备状态数据采集、分析、故障诊断与预警；

4.断绳自动抓捕功能，各类保护实现自动检测、自动报警、自动停车；

5.混合运输巷道具备和其他运输设备自动电气闭锁功能；

6.机头机尾处和上下人站点具有可靠的通信和信号预警装置。

12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2

主要轨道提升

斜巷和无极绳

连续牵引绞车

运输

1.有可靠的通信、智能信号和自动预报警声光警示装置；

2.运输巷行人或作业自动监测警示装置并实现和运输绞车自动闭锁；

3.主要轨道提升斜巷所有跑车防护装置实现和提升绞车联锁自动控制、故障自动报警、

自动停车功能；

4.防跑车装置、推车机、道岔实现远控、遥控或自动控制，推车机与阻车器有闭锁功能；

5.绞车房、各车场和跑车防护装置实现视频监控，混合运输巷运输设备应设置电气闭锁；

6.连续牵引跑车具备断绳自动阻车功能，连续牵引绞车保护设施实现自动监测、自动报

警、自动停车；

7.连续牵引车运输巷道具备移动通信和移动信号发送功能；

8.第三方数据接口，绞车运行状态模拟显示，设备设施数据采集、自动分析与预警。

16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3 单轨吊车运输

1.集中装载点、人员上下站点、加油充电检修硐室等实现视频监控，单轨吊车前后安装

视频监控装置，实现驾驶人员动态视频监视；

2.无线移动通讯和机车精准定位功能，动态模拟显示机车位置和运行方向；

3.道岔、风门等实现远控、司控（摇控）或自动控制，有岔位和门位自动警示装置；

4.同一采区应实现辅助运输网络化，两台及以上机车同网运行，运输信号应智能管控；

5.混合运输方式巷道，具备科学运输调度功能和可靠的信号自动闭锁或电气闭锁功能；

6.单轨吊车可实现遥控操作、超速自动制动功能，尾气自动净化功能；

7.第三方数据接口，设备运行状态模拟显示，设备设施数据采集、自动分析与预警。

14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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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标准分值 评分办法 得分

4
无轨胶轮车

运输

1.集中装载点、换装硐室、存车硐室、加油检修硐室、人员乘车场以及重要运输路线和

交叉口实现远距离集中视频监控；

2.机车有倒车自动视频监控和倒车声光警示装置，弯道、硐室口等地点有预警信号；

3.胶轮车具有无线移动通讯装置和精准定位功能；能模拟显示机车位置和状态信息；

4.通过风门，能实现开闭风门司控（摇控）或自动控制并具有自动声光预警报警功能；

5.胶轮车运行区域实现运输信号、集中控制和闭塞，实现智能化运输调度；

6.重要运输交叉口、运输区段和场所，能实现闯红灯、超速等违章行为自动抓拍，运输

斜巷设置的胶轮车自动失速保护装置能实现监视和动作自动报警功能；

7.混合运输巷道，不同运输设备之间，应具备智能运输调度和信号自动闭锁功能；

8.第三方数据接口，能实现信息传输和联网，系统具备状态数据采集、数据统计、自动

分析、远程浏览、故障诊断与预警功能。

24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1 分。

5 大巷轨道运输

1.井底车场和运输大巷装备机车运输监控系统或运输“信集闭”控制系统；

2.运行机车具有无线移动通讯和精准定位功能，能实时显示机车位置和状态等信息；

3.架线运输，人车场设置自动停送电开关，双轨巷道乘车场设置信号区间自动闭锁装置；

4.道岔、阻车器等实现远控、司控（摇控）或自动控制，道岔安装岔位自动显示装置，

机车通过风门实现司控（摇控）或自动控制；

5.巷道口、硐室口、弯道处应设置机车运行自动声光预报警信号装置，机车顶车作业具

备自动声光警示报警装置；

6.主要运输大巷和车场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并能实现远程浏览；

7.混合运输巷道，实现智能运输调度，具备信号自动闭锁；

8.实现信息传输和联网，机车运行状态数据采集、数据统计、自动分析、远程浏览、故

障诊断与预警功能。

24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1 分。

6 辅助运输管理

1.能对运输车辆及井下交通状况监测、管理和分析，精实现准调度和物流配送服务。

2.建立“煤矿辅助运输智能化交通管理平台”，实现主要运输设备、运输信号系统等动态

模拟显示、视频浏览、信息数据调取和分析。

3.实现职工档案和设备设施检测、检验、试验、检修和备品备件等智能化动态管理；

4.建立健全辅助运输智能化管理各项制度。

1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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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通防验收评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标准分值 评分办法 得分

1 主要通风机

1.实现主要通风机一键式启动、反风、倒机功能；

2.在线监测运行状态、风量、风压、振动、温度等工况参数，具备超限报警功能；

3.主通风机房、控制室安设视频图像监视。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2 井下通风设施
1.煤矿主要风门实现远程监测风门状态与报警；

2.通单轨吊机车风门、风压较大行人联络巷风门应实现自动化。
10

查现场。一项不符

合，扣 2 分。

3 局部通风机
1.掘进工作面配备可靠的低噪音局部通风机；

2.风机开停实现远程监控、主备风机自动切换。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4 防尘系统

1.采掘工作面全面实现综合防尘自动化，采煤工作面支架喷雾能够根据采煤机位置和支

架动作实现割煤、降柱、移架或者放煤时同步自动喷雾；

2.采掘工作面净化水幕和转载点喷雾实现自动化；

3.掘进工作面装备大功率除尘风机或干式除尘系统；

4.井下主要大巷配备自动洒水车，主要大巷净化水幕实现自动化；

5.井下隔爆设施实现自动加水功能。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5 防灭火系统

1.防灭火系统建立束管监测系统，实现自动取样分析、自动联网上传、数据异常自动预警；

2.建立防灭火测温系统，实现对温度的连续监测；

3.应用智能化注胶体设备的，实现定量调节。

1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6 安全监控系统

1.按要求完成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

2.实现分站和传感器全数字化传输；

3.电磁抗干扰能力满足《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技术方案》要求；

4.使用激光、多参等先进传感技术，具备在线定期未标校提醒、地址重复报警、即插即用；

5.关键数据主动上传、分级报警、无主异地断电、火灾和瓦斯预测预警分析功能；

6.实现与人员位置监测、应急广播、调度通信等系统多系统融合联动。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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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信息管控平台验收评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标准分值 评分办法 得分

1 调度通信系统

1.调度通信平台具有选呼、急呼、组呼、全呼、强插、强拆、监听、录音等功能；

2.具备各种通信接口，实现调度通信、行政总机、无线通信、应急广播互联互通；

3.调度通信和应急广播系统可实时监测各用户和中继工作状态；

4.应急通信具有定点和定时广播、多路和分区广播、自动广播和紧急广播；

5.调度通信系统应具备不少于 16 路的录音系统，录音时长≥3 个月；

6.调度通信应支持热线电话，具备摘机直播功能；

7.调度通信系统应配备 UPS 电源，且续航时间≥4小时。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3 分。

2
人员位置监测

系统

1.系统支持多系统联动功能，与安全监控、应急广播实现融合联动；

2.具有系统自诊断、自评估，声光报警、数据存储、查询等功能；

3.系统具备唯一性检测功能；

4.系统接入读卡器（基站）数量≥512 台；识别卡数量≥65000 个；

5.系统需双机热备，主备机切换时间≤1min，系统巡检周期不超过 5s；

6.分站（基站）、读卡器与标识卡之间无线传输距离≥400m；

7.静态定位精度达到 30cm，采掘工作面定位精度达到 1m；

8.读卡器(基站)并发识别数量不小于 200 个；

9.优先选用一体化矿灯，选用独立识别卡的电池续航时间≥10 天；

10.配备便携式搜救仪，满足井下目标的搜索需求；

11.电源停电续航时间≥4h。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3 分。

3 无线通信系统

1.选用 4G/5G 机制或者支持 IEEE802.11g 及以上无线局域网通信协议的无线通信系统；

2.基站覆盖范围包括主要运输大巷、井下主巷道、采掘工作面等人员流动密集的区域，

单个基站支持不少于 32 个用户并发；

3..系统可接入基站容量≥1000 台；

4.配备移动终端数量满足井下班组长以上管理和技术人员需求；

5.终端支持视频通话功能，备用电源应可支持 3 小时以上；

6.核心网容量满足煤矿需要。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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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标准分值 评分办法 得分

4 工业网络

1.建成万兆工业以太网；

2.核心设备采用三层交换机，具备具有路由、冗余功能；

3.骨干设备具备 VLAN 划分、冗余功能；

4.主干线路冗余环形结构；

5.系统自诊断，自愈时间＜50ms；

6.具备网络管理软件，自动发现网络设备，自动生成网络拓扑图，具备网络故障报警更

能，故障查询功能；

7.具备防火墙，实现专网与外网的分离，有效防止病毒破坏专网数据，影响专网安全；

8.访问控制与数据限制功能。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3 分。

5 数据中心

1.外部电源不少于两回路，自动切换；

2.具备 UPS 电源系统，保证主要调度信息化系统续航时间≥4 小时；

2.具备电源和信号防雷保护，等电位和室外接地极；

3.具有火灾自动报警灭火功能、不少于 1套灭火装置；

4.机房内部动态环境监测系统；

5.独立的制冷和新风系统；

6.具备门禁系统；

7.数据存储与数据采集，存储容量不少于 1 年时间。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

不符合，扣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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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能源局办公室 2020年 5月 29日印发


	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齐全有效。
	矿长、副矿长、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取得考核合格证。
	无国家明令禁止、淘汰的设备和工艺。
	编制有智能化煤矿建设方案。
	建立有煤矿智能化系统运行维护管理机制。
	申报的智能化项目应正常运行一个月以上。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到二级以上。
	煤矿主要采煤工作面全部实现智能化开采。
	建立井下人员精确定位系统。
	采煤机
	1.自主实现记忆功能、故障诊断；
	2.姿态感知(利用倾角、摆角等姿态传感器实现）；
	3.远程控制，远程控制响应时间≤300ms，状态反馈时间≤500ms；
	4.第三方协同控制接口；
	5.采煤机精确定位或三维定位（利用激光、雷达扫描和惯性导航等技术实现）；
	6.牵引电机电流、截割电机电流，行走参数，牵引电机油温及轴承温度等数据传输。
	20
	查现场和资料。未实现第1、3、4、6项，每项扣得4分；未实现其他项，每项扣2分。
	液压支架
	1.能够根据采煤机位置自动完成伸收护帮、单架/成组移架、推溜、喷雾除尘等动作；
	2.配置压力、位移、倾角等传感器实现姿态感知与控制；
	3.远程控制、工作面遥控器控制，响应时间≤300ms，状态反馈时间≤500ms；
	4.视频图像采集：安装云台或固定点摄像仪，实现随机视频图像采集；
	5.第三方协同控制接口；
	6.立柱的工作压力、推移千斤顶的行程、支架动作等数据传输；
	7.矿压、安全阀、行程等传感器异常报警；
	8.具备带压移架和初撑力自动保持功能，能够实现自动补压；
	9.具备远程集中控制平台、远程控制功能；
	10.具备故障诊断功能；
	11.具备人员接近保护功能；
	12.具备精准推移功能；
	20
	查现场和资料。未实现第1、3、4、6、7、8、9、10项，每项扣2分；未实现其他项，每项扣1分。
	刮板输送机
	1.运行状态监测；
	2.视频图像采集：安装云台或固定点摄像仪；
	3.第三方协同控制接口；
	4.远程集中控制，响应时间≤300ms，状态反馈时间≤500ms；
	5.负荷均衡智能控制、故障诊断功能；
	6.具备断链监测功能。
	12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供液系统
	1.泵站运行状态监测；
	2.远程集中控制，响应时间≤300ms，状态反馈时间≤500ms；
	3.乳化液自动配比和补液；
	4.净水处理装置，进水压力感知；
	5.高压自动反冲洗装置(根据进出口压差、时间等参数完成自动反冲洗)；
	6.乳化液液位、浓度及流量监测；
	7.恒压供液；
	8.远距离供液（采区车场或地面）；
	9.乳化液回收系统。
	18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集控系统
	1.工作面敷设工业环网；
	2.调度室或顺槽集控中心；
	3.井上下即时语音视频通讯；
	4.视频自动跟机；
	5.设备及生产大数据采集、分析、预警与决策；
	6.矿压数据采集、分析、预警；
	7.利用惯性导航技术等实现刮板运输机自动调直；
	8.综采工作面人工干预率≤25%，综放工作面人工干预率≤40%；
	9.工作面端头自动斜切进刀；
	10.移动终端查询；
	11.云端接口。
	22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其他
	1.工作面两巷超前支护实现自移式超前支护；冲击地压煤矿支护形式须符合冲击地压防治规定要求；
	2.工作面煤流运输系统实现集中控制，无人值守；
	3.安装有带式输送机自移机尾；
	6.有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制度。
	8
	查现场和资料。第1、2项不符合，扣2分；其他一项不符合扣1分。
	掘进机（掘锚机、连采机）
	1.遥控、远程控制，响应时间≤300ms；
	2.姿态感知(利用倾角、摆角等姿态传感器实现）；
	3.随机视频图像采集；
	4.第三方协同控制接口；
	5.定位或仿形切割；
	6.数据实时传输；
	7.故障诊断。
	40
	查现场和资料。未实现第1、5项，每项扣10分；其他一项不符合，扣2分。
	集控系统
	1.敷设千兆工业环网；
	2.井上下集控中心；
	3.井上下即时语音通讯；
	4.人员定位安全预警联动；
	5.设备及生产大数据采集、分析、预警与决策；
	6.移动终端查询；
	7.云端接口；
	8.安装有组合开关，实现设备集中供电，集中控制功能。
	32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4分。
	支护
	1.掘进工作面临时支护机械化或自动化；冲击地压煤矿支护形式须符合冲击地压防治规定要求；
	2.永久支护机械化或自动化；
	3.巷道顶板离层、表面位移、锚杆（索）受力数据采集、分析、预警。
	12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4分。
	辅助运输
	1.使用单轨吊、无极绳绞车或无轨胶轮车；
	2.视频图像采集；
	3.定位与远程控制，远程控制响应时间≤300ms。
	12
	查现场。一项不符合，扣4分。
	其他
	1.煤矸运输系统实现集中控制、连续运输；
	2.安装有带式输送机自移机尾；
	3.带式输送机实现大容量储带功能；
	4.有智能化掘进工作面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制度。
	4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1分。
	主压风系统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主排水系统
	1.地面远程集中控制，井下无人值守；
	2.第三方数据接口；
	3.自动轮换开停；
	4.故障诊断与信息推送；
	5.主排水泵房安装视频监控系统；
	6.数据自动采集、分析与预警；
	7.实现远程与就地控制的闭锁；
	8.泵效及工序能耗自动计算；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主提升系统
	1.集中控制、在线监测；
	2.智能视频监控全覆盖；
	3.第三方数据接口；
	4.远程故障诊断与信息推送；
	6.钢丝绳在线监测；
	9.机房门禁安防系统；
	10.设备环境监测预警系统（温湿度、噪音、烟雾）。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原煤主运输
	系统
	1.集中远程监控；
	2.装、卸载视频监控全覆盖；
	3.第三方数据接口；
	4.设备状态数据采集、自动分析与预警；
	5.钢丝绳芯在线监测；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供配电系统
	1.集中远程监控，无人值守；
	2.第三方数据接口；
	3.能耗统计分析；
	4.设备数据采集、运行监视；
	5.智能告警、故障分析；
	6.煤矿主变电所具备遥视、遥测、遥信、遥调、遥控功能；
	7.井下中央变电所具备遥视、遥测、遥信、遥控功能；
	8.变电所视频监控；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架空乘人装置
	1.远程监控或人员自控功能，具备现场无人值守功能；
	2.机头及上下人站点处视频全覆盖，实现远程监控，模拟状态显示；
	3.第三方数据接口，设备状态数据采集、分析、故障诊断与预警；
	4.断绳自动抓捕功能，各类保护实现自动检测、自动报警、自动停车；
	12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主要轨道提升斜巷和无极绳连续牵引绞车运输
	1.有可靠的通信、智能信号和自动预报警声光警示装置；
	7.连续牵引车运输巷道具备移动通信和移动信号发送功能；
	8.第三方数据接口，绞车运行状态模拟显示，设备设施数据采集、自动分析与预警。
	16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单轨吊车运输
	1.集中装载点、人员上下站点、加油充电检修硐室等实现视频监控，单轨吊车前后安装视频监控装置，实现驾驶
	2.无线移动通讯和机车精准定位功能，动态模拟显示机车位置和运行方向；
	14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无轨胶轮车
	运输
	1.集中装载点、换装硐室、存车硐室、加油检修硐室、人员乘车场以及重要运输路线和交叉口实现远距离集中视
	2.机车有倒车自动视频监控和倒车声光警示装置，弯道、硐室口等地点有预警信号； 
	3.胶轮车具有无线移动通讯装置和精准定位功能；能模拟显示机车位置和状态信息；
	7.混合运输巷道，不同运输设备之间，应具备智能运输调度和信号自动闭锁功能；
	8.第三方数据接口，能实现信息传输和联网，系统具备状态数据采集、数据统计、自动分析、远程浏览、故障诊
	24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1分。
	大巷轨道运输
	1.井底车场和运输大巷装备机车运输监控系统或运输“信集闭”控制系统；
	2.运行机车具有无线移动通讯和精准定位功能，能实时显示机车位置和状态等信息；
	3.架线运输，人车场设置自动停送电开关，双轨巷道乘车场设置信号区间自动闭锁装置；
	7.混合运输巷道，实现智能运输调度，具备信号自动闭锁；
	24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1分。
	辅助运输管理
	1.能对运输车辆及井下交通状况监测、管理和分析，精实现准调度和物流配送服务。
	1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主要通风机
	1.实现主要通风机一键式启动、反风、倒机功能；
	2.在线监测运行状态、风量、风压、振动、温度等工况参数，具备超限报警功能；
	3.主通风机房、控制室安设视频图像监视。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井下通风设施
	1.煤矿主要风门实现远程监测风门状态与报警；
	2.通单轨吊机车风门、风压较大行人联络巷风门应实现自动化。
	10
	查现场。一项不符合，扣2分。
	局部通风机
	1.掘进工作面配备可靠的低噪音局部通风机； 
	2.风机开停实现远程监控、主备风机自动切换。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1.采掘工作面全面实现综合防尘自动化，采煤工作面支架喷雾能够根据采煤机位置和支架动作实现割煤、降柱、
	2.采掘工作面净化水幕和转载点喷雾实现自动化；
	3.掘进工作面装备大功率除尘风机或干式除尘系统；
	4.井下主要大巷配备自动洒水车，主要大巷净化水幕实现自动化；
	5.井下隔爆设施实现自动加水功能。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防灭火系统
	1.防灭火系统建立束管监测系统，实现自动取样分析、自动联网上传、数据异常自动预警；
	2.建立防灭火测温系统，实现对温度的连续监测；
	3.应用智能化注胶体设备的，实现定量调节。
	1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安全监控系统
	1.按要求完成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
	2.实现分站和传感器全数字化传输；
	3.电磁抗干扰能力满足《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技术方案》要求；
	4.使用激光、多参等先进传感技术，具备在线定期未标校提醒、地址重复报警、即插即用；
	5.关键数据主动上传、分级报警、无主异地断电、火灾和瓦斯预测预警分析功能；
	6.实现与人员位置监测、应急广播、调度通信等系统多系统融合联动。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2分。
	调度通信系统
	1.调度通信平台具有选呼、急呼、组呼、全呼、强插、强拆、监听、录音等功能；
	2.具备各种通信接口，实现调度通信、行政总机、无线通信、应急广播互联互通；
	3.调度通信和应急广播系统可实时监测各用户和中继工作状态；
	4.应急通信具有定点和定时广播、多路和分区广播、自动广播和紧急广播；
	5.调度通信系统应具备不少于16路的录音系统，录音时长≥3个月；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3分。
	人员位置监测系统
	1.系统支持多系统联动功能，与安全监控、应急广播实现融合联动；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3分。
	无线通信系统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3分。
	工业网络
	1.建成万兆工业以太网；
	2.核心设备采用三层交换机，具备具有路由、冗余功能；
	3.骨干设备具备VLAN划分、冗余功能；
	4.主干线路冗余环形结构；
	5.系统自诊断，自愈时间＜50ms；
	6.具备网络管理软件，自动发现网络设备，自动生成网络拓扑图，具备网络故障报警更能，故障查询功能；
	7.具备防火墙，实现专网与外网的分离，有效防止病毒破坏专网数据，影响专网安全；
	8.访问控制与数据限制功能。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3分。
	数据中心
	1.外部电源不少于两回路，自动切换；
	2.具备UPS电源系统，保证主要调度信息化系统续航时间≥4小时；
	2.具备电源和信号防雷保护，等电位和室外接地极；
	3.具有火灾自动报警灭火功能、不少于1套灭火装置；
	4.机房内部动态环境监测系统；
	5.独立的制冷和新风系统；
	6.具备门禁系统；
	7.数据存储与数据采集，存储容量不少于1年时间。
	20
	查现场和资料。一项不符合，扣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