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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维矿业软件应用是实现矿业 4.0 的最基本条件，也是实现矿山智能生产的前提。在分析我国矿业

企业三维矿业软件普及严重滞后问题的基础上，通过与西方矿业企业运营管理模式进行类比推理，综合我
国矿业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矿业企业中三维矿业软件普及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矿山运
营管理模式难以适应三维矿业软件应用的需求，进而提出取消我国现有的矿业生产调度制度，减少管理环
节，发挥工程师和生产主管的作用，让技术部门和生产部门直接对接组织生产等运营管理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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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矿山生产经历了 4 个发展阶段：
（1）矿山

我国绝大部分矿业企业尚处于矿业生产 3.0 或

生产 1.0 阶段，这是古老的矿山生产模式，开采者

3.0+时代，要顺利推进矿业生产 4.0[1-3]，基本前提是

采边探，生产力低下；
（2）矿山生产 2.0 阶段，该阶

和处理自动化。目前 CAD 以及基于 CAD 平台上开

并不能完全掌握矿体赋存状况，采用人力挖矿，边
段主要的生产特点是人工打洞探矿，手工绘图、半

机械化开采，安全事故频发，工人人身安全没有保
障；
（3）矿山生产 3.0 阶段，该阶段应用遥感、钻探

等先进技术进行探矿，使用 CAD 软件制图，各种新

实现矿山地质与采矿数据信息三维化、更新实时化

发的二维矿山数据处理系统在我国矿山企事业单
位得到了较好的应用，但是更先进的三维矿业软件
的推广却严重滞后，国内还没有一家中资矿山企业
在地质、测量和采矿等领域全面应用三维矿业软件

软件和新设备应用于矿山设计和生产中，机械采

开展技术管理和生产组织，造成矿山企业主要生产

矿得到普及，自动化采矿开始出现，矿山生产现代

系统难以实现信息化，严重制约了我国矿业的发

化程度不断提高，矿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

展。究其原因，过去业界普遍认为主要是国外三维

采用三维矿业软件开展地质、测量和采矿专业技

CAD 等主流工程设计软件操作模式相差较大，出图

越来越大；
（4）矿山生产 4.0 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
术管理、计划编制和生产组织等工作，信息化、电

气化和机械化设备、设施被广泛应用于采矿生产
中，生产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互联网技术得到广
泛应用，物联网技术逐步推广并最终扩散到整个
行业。此外，以智能化、无人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
矿山生产 5.0 阶段正在厚积薄发，矿业即将成为备
受欢迎的行业。

矿 业 软 件 如 Surpac、Micromine 和 Datamine 等 同

繁琐等。近年来顺应矿山企业的需求，国产矿业三

维软件 3Dmine 和 Dimine 投入市场，这些软件的操
作模式和出图方式等均沿袭了 CAD 模式，功能上

同国外三维矿业软件和国内重要的二维矿业专业
软件实现了很好地兼容，但三维矿业软件的普及状
况并未得到有效改观[4-7]。基于以上情况，通过分析
总结国内外矿山三维矿业软件应用状况的异同，发

收稿日期：2017-04-10；修订日期：2017-11-07
作者简介：银开州（1968-），男，甘肃高台人，高级工程师，从事矿业经济和企业 CI 持续改进研究工作。771420233@qq.com

98

银开州等：我国矿业企业三维矿业软件普及的管理制度创新

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矿业管理模式，由此提出了

以此为标准，应该说中国矿业企业的管理模式、行

管理创新的思路，期望对我国矿业三维矿业软件的

政化文化传统和技术传统积淀并不适应采矿技术

普及和矿业生产 4.0 的推进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1 三维矿业软件应用标准
三维矿业软件在国际矿业发展先进国家已经

得到普及，而我国应用三维矿业软件也有 20 多年，
三维矿业软件普及成功的基本标志是：大部分矿业

的升级换代。根据国际上三维矿业软件的应用标
准，分析我国矿山应用三维矿业软件的困局，并采
取有效措施迅速提升我国矿山技术管理水平刻不
容缓。

2

企业开始在主要生产业务环节（包括地质、测量、采
矿）和相关工序应用三维矿业软件，并对接三维矿
业信息系统。因此，整个行业需要建立一个三维矿
业软件应用的基本标准，才能顺利推动矿业核心技
术由二维向三维的转变。纵观国内外三维矿业软
件在矿山应用的成功实践可知，实现三维矿业软件
的普及应满足 3 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1）地质、测量和采矿专业技术人员均在统一

的三维矿业软件平台上熟练地开展日常技术工作，
各专业部门共享数据，基本做到无纸化办公。

我国矿业企业三维矿业软件应用
问题及原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外研发的三维矿业

软 件 Datamine、Minesight、Surpac、Micromine 和

Vulcan 纷纷在我国推广应用[8]，其中，中澳合作开发

的陕西煎茶岭金矿在矿山生产中全面应用三维矿
业软件进行地质、采矿和测量工作。2006 年之后，
我 国 国 产 三 维 矿 业 软 件 3DMine 发 布 ，时 隔 半 年

Dimine 上市，但截至目前三维矿业软件仍未得到
普及。
2.1

我国矿业企业三维矿业软件的应用现状

（2）采矿数据和地质模型实时更新。测量专业

我国矿业企业越来越重视三维矿业软件的应

人员按生产、地质和采矿技术工作的需求及时完成

用，但是由于技术传统和管理文化方面的原因，推

有关测量工作，地质专业人员按生产和采矿技术工
作需求适时完成地质资源模型和生产模型的更新

广效果并不好，主要表现在以下 6 个方面：

（1）大部分企业购买 2～3 套软件进行试用，由

发布；采矿专业人员按生产工作要求准时完成单体

于三维矿业软件购买后的免费培训时间短，虽然技

设计和生产计划编制。

术人员学会了软件操作，但尚不能应用软件做实际

（3）管理人员和采矿生产指挥人员会使用三维
矿业软件的浏览功能查阅设计和计划图表，按计划
组织生产。

的设计和计划工作，培训结束后软件被闲置。
（2）部分企业安排地质部门应用三维矿业软件
进行地质建模和储量计算等工作，由于没有标准程

三维矿业软件的推广需制定科学的标准，才有

序可借鉴，因此这些企业对三维矿业软件的应用水

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然而，目前国内矿山在推

平还达不到实战要求，普遍存在工作流程不配套的

进三维矿业软件过程中大多以数字化矿山建设为

问题，包括数据录入、建模更新、建模结果审核发布

目标，但结果均不太理想。数字矿山和智能生产是

和地质现场监矿等工作都很不规范。

矿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技术含量高，工作量大，涉及

（3）测量工作跟不上。应采用三维矿业软件及

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需逐步推进。矿山企业应根

时对地质工作、采矿工作和各种工程项目状况进行

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发展阶段，合理地确定企业信

测量，对数据进行处理和更新以供企业领导、其他

息化战略，做到系统规划、选择实施和重点突破，并

专业人员和生产调度人员使用。然而在实际应用

优先解决三维矿业软件的普及问题。

中，企业领导和测量技术人员观念滞后，认为测量

国外矿山建矿时首要任务是招聘技术人员和

工作没必要做得太细，因此测量的项目和范围都不

购买三维矿业软件，将三维矿业软件的应用视为矿

足以支撑三维矿业软件在地质和采矿方面的应用

山的基础性工作，以确保信息的准确和完整，并提

需求。

高技术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从而更好地指导生产。

（4）采矿专业对三维矿业软件的应用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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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软件的推广应用。三维矿业

发挥工具作用，至少要保证每 3 个技术人员拥有

具软件，还是一个系统平台软件，可以进行计划编

（6）推广模式不科学。目前矿山购买三维矿业

软件对于采矿生产而言不只是一个类似 CAD 的工
制、生产优化、工作监控和现场监矿安排等，但目前
三维矿业软件在采矿过程的应用非常薄弱，使得三
维矿业软件的作用未得能到充分发挥。

1 套软件。

软件后，软件代理商或研发商按惯例只为客户提供
为期 1 周的免费培训，这对于没有应用过三维矿业
软件的企业而言是远远不够的。2012 年，北京三地

（5）三维矿业软件应用与生产脱节。目前我国

曼矿业软件公司营销总监银开州首次提出“软件销

矿山生产还是以人工调度指挥为主，由于调度部门

售+30 天现场有偿培训、建模与试用辅导”的矿业

的主要绩效考核指标是生产任务完成率，而技术部

三维软件销售推广模式，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

门不参与生产的具体组织工作，因此三维矿业软件
在矿山实际应用中往往同生产脱节，无法与生产组
织直接挂钩。

今后需解决 2 个主要问题：①企业对建模不愿意投

入的问题；②软件公司技术支持人员实际生产应用
三维软件的经验不足和能力欠佳的问题。

（6）三维矿业软件的作用还有待发挥。三维矿

综合分析我国中外资矿业企业三维矿业软件的

业软件的优势就是可以三维立体地展示矿体形态和

应用情况，
发现外资企业在领导重视程度、
软件购买

矿石品位分布情况，通过结合设备定位可以很好地

数量、
软件推广模式、
软件应用标准和三维矿业软件

进行卡车调度、现场矿石最优生产方式安排和动态

操作模式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这些方面

配矿等工作，极大地提高生产管理水平。西方矿业

都不是三维矿业软件在我国推广不力的主要原因，

公司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因而在生产中不惜成本地

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外资企业不同的运营管理模式。

应用三维矿业软件进行地质生产勘探，促进采矿精

3 我国矿业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的改进

准化生产，
而我国矿业企业在这方面仍然比较落后，
需要迎头赶上，
以更好地发挥三维矿业软件的作用。
2.2

三维矿业软件在我国普及困难的原因
我国三维矿业软件普及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以

下几个方面：
（1）企业领导不够重视。三维矿业软件的应用
必然会造成企业原来组织和流程的不适应，因此在
一个缺乏三维矿业软件应用传统和信息化文化沉
淀的环境中推广应用三维矿业软件，没有企业领导

3.1

中外资矿山运营管理模式比较
西方现代矿业企业与我国矿业企业的运营管

理模式存在很大差异。西方矿业企业实行的是计
划与执行分离、计划功能与执行功能各自独立运行
的管理模式（图 1 和图 2）。我国矿业企业实行的是
计划、指挥与执行功能相分离的运营管理模式，但
突出调度指挥的管理模式（图 3）。

的倾力支持和强力推进是很难成功的。

（2）现有的绝大多数三维矿业软件与 CAD 等

工程软件的操作方法不一致，导致技术人员产生抵
触情绪。
（3）行业对三维矿业软件的应用标准无参考，
对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疑惑无法得到有经验员工
的引导，专业人员和各级主管对三维矿业软件的工
作成果缺乏信心。
（4）我国中资矿山企业的运营管理模式不同于
西方现代矿企，中资企业普遍采取独立的调度统一
协调指挥生产，
这会提高生产统一指挥的权威性，
但
也会增加生产技术管理和生产组织协调的复杂性。
（5）购买软件数量过少，一般情况下要使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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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1

西方矿业企业采矿部门结构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western mining operation department

在现代西方矿业企业中，不论是长期计划还是
短期计划都是由技术部门制定的，采矿部只负责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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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些企业为了加强计划的权威性，提高计划人

或技术部制定，月度生产计划由长期计划编制部门

员的工作效率，往往将计划的负责人同时指定为生

或总调（有的也叫生产部）编制，周、日生产计划由

产协调员（权利相当于调度长，行政隶属关系不

总调协调各生产部门自行编制。由于历史原因，加

变）；考虑到采矿部的工作比较复杂，除了生产计划

上我国矿业软件发展滞后，地质勘探和测量工作跟

的推进落实外还有许多具体计划工作要做，因此采

不上，许多矿山没有周计划或日计划，部分矿山制

矿部也会设立计划或生产工程师岗位。

定的周、日计划实际上只有一个周、日重点生产工
作安排，日常生产管理工作依然靠眼看和手算。调
度系统在我国矿业企业生产组织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般情况下总调根据长期生产计划、矿石销售计
划、备矿情况、剥离任务完成情况和采场重点部位
推进要求等，召集生产部门和地质部门进行每月一
次、每周 1～2 次会商并编制月、周或日生产计划和

重点工作安排，督导各部门按计划做好日常生产，
图 2 西方矿业企业技术部门结构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western mining technical department

总调度长直接向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汇报。
综上所述，我国矿业企业的计划、调度与执行
职能相分离，同西方矿业企业的运营管理模式有着
很大的区别。
3.2

我国矿企运营管理模式对三维矿业软件应用
的影响
利用三维矿业软件进行矿山开采技术管理，能

够使矿山所有信息三维化、可视化，对于选择合理
的开采方式，提高矿山生产的经济效益具有重要
意义。
我国矿业公司调度部门负责短期计划的制定
和生产的组织指挥，技术部门只负责长期计划的编
制和项目设计，这种运营管理模式使得绝大部分矿
图3

我国矿业企业生产、计划和技术部门结构示意图

山在数字矿山建设中出现了一种怪现象：技术部和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地质部应用三维矿业软件进行地质储量管理和长

of state owned mining production，planing and technical
departments in China

期计划编制，调度部门和生产部门采用 CAD 进行

短期计划编制和生产技术管理，可见我国现行的生
[9-11]

西方矿业企业对计划非常重视

，一方面会

产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相关工作的开展，三维矿业

在生产前投入很大的资源努力做好矿体圈定和地

软件的推广应用不仅没有达到提高技术管理和生

质品位的预测工作，另一方面会充分利用地质资源

产组织效率的目的，反而给技术人员增添了更多

信息和现场情况编制详细、可靠的生产计划，特别

麻烦。

[12]

是周、日计划 。近年来随着三维矿业软件的普

3.3

我国矿业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的改进

及，西方矿业企业普遍采用三维矿业软件进行计划

我国矿业企业运营管理模式的改进主要是优

编制和发布，这种计划可直接用于指导生产。为了

化计划编制、生产指挥和执行组织的设计，完善生

提升矿山生产管理水平，采矿工程师和地质工程师

产组织程序，大力推进利用三维矿业软件编制周、

每天都会对生产执行情况进行分析，再同选厂生产

日计划，使三维矿业软件变成生产部门的行动指

计划人员对接沟通。

南，实现三维矿软件的普及和采矿生产管理水平的

我国矿业企业的长期生产计划通常由计划部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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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计划编制、生产指挥和执行组织的设

术部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计划直接面对生产，无

计。实行大部制，简化生产组织体系，由技术部主

疑会极大地提高生产组织的效率和精准性。同时

导、地质部支持进行全部生产计划的编制，由采矿

由于技术部负责所有计划的编制工作，技术管理的

部直接负责组织和实施计划，取消独立调度制度，

节奏和落脚点将同生产越来越协调，生产部也会利

技术部和采矿部直接对接，强化计划编制工程师负

用三维矿业软件来安排生产。为此公司要强调计

责制和生产管理监理（主管）负责制，打造职业化的

划的权威性，鼓励计划人员与生产人员的现场沟通

企业核心员工队伍。改进后的运营管理组织如图 4
所示。

和密切联系，重视计划人员的锻炼和培养，将计划
人员培养成懂生产、会计划的复合型人才。
（4）逐步对组织进行流程化改造。我国矿业企
业多采用职能化组织模式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多数
矿业企业曾是国企，而扁平化管理、流程化组织设
计和一部一长制是我国企业组织管理改进的方向。
实行企业组织流程化设计后，专家和主管的作用得
到重视，有望实现工程师和主管为主导的企业管理
新模式，使计划工程师和生产主管具备更大的信心

图 4 我国矿企运营管理模式改进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operation management

mode improvement of min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新的运营管理模式主要是让专业的人负责专

部门来督导实施，三维矿业软件也会因为编制者和
生产组织者的密切合作得到全面和切实应用。
（5）以生产应用为牵引建立三维矿业软件应用
的强制标准。目前三维矿业软件在技术部门的应

业的事，缩减不必要的环节，计划人员直接向生产

用已经很普遍，但在生产组织工作中未得到应用，

组织人员进行计划交底，这样既可以保证三维矿业

由此导致软件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出现三维矿业

软件被应用起来，也可以保证计划得到落实，使生

软件推广应用较困难的现象。因此，需要通过改进

产组织更加精确到位。

企业运营管理模式，调整企业生产计划的编制单

（2）完善生产组织程序。一是根据新的生产组

位，优化生产指挥和组织管理流程，以生产的有效

织设计来优化生产组织程序，在实行大部制的情况

应用为导向建立我国矿业企业三维矿业软件应用

下将当前的调度指挥功能分解到技术部和采矿部。

的工作标准，规范每步工作的输入和输出，使得三

二是完善计划体系，高度重视周、日计划的编制，并

维矿业软件的应用逐步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需

制定详细的编制、发布和执行程序。三是加强采矿

要注意的是，矿山生产任务非常繁重、生产节奏快

部的生产管理能力建设，在目前实行职能化管理的

且工作环节多，三维矿业软件的应用一定要讲究实

情况下，作为一种过渡措施可以考虑将采矿调度室

效，将员工的精力引导到研究和解决问题上而不是

改为生产科，负责采矿部的生产组织。生产科采取

编写报告和发布文件上，避免三维矿业软件的应用

两班倒，科长兼任采矿部副部长，由副科长带班，每

走入官样化和形式化的泥沼。

生产督导工作。采矿部生产科不再编制生产计划，

4 结语

个班配备生产主管 2 人，负责整个生产现场巡视和
而是直接执行公司技术部的计划，并下达任务给各
生产车间副主任和值班。

世界先进国家矿业生产已经进入 4.0 时代，而

随着计划作用的加强，加之不断的培训，三维

我国矿业企业因受技术传统和知识沉淀的限制，以

矿业软件的作用必然越来越大，有望实现三维矿业

及运营管理模式的不适应，三维矿业软件在矿业企

软件的普及应用。

业的推广应用遇到了障碍，为此必须对我国矿业企

（3）强调计划的权威性。取消总调度室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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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愿望做好自己的工作，计划执行不再需要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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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运营管理模式进行改革[13-14]：一是去行政化；二

银开州等：我国矿业企业三维矿业软件普及的管理制度创新

是转化工作机制，重塑企业流程，由技术部门计划

Jiang Hua，Qin Dexian，Chen Aibing，et al.Status and ten-

团队负责编制和安排生产计划，由采矿部生产监理

dency of mining software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或主管负责生产组织和管控；三是将信息化生产作

abroad［J］. Mineral Resources and Geology，2005，19（4）：

为矿业企业发展的主要方向，重点推进，转变企业
的发展理念。相信随着三维矿业软件在我国矿业
企业的全面推广应用，矿业生产 4.0 时代就指日可

422-425.
［ 8 ］韩永军 . 三维矿业软件如何在矿山真正用起来［EB/
OL］.http：
//www.docin.com/p-1387821319.html，201512-11.

待了。

Han Yongjun. How can 3D Mining software be po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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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for 3D Mining Softwar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Min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YIN Kaizhou，
YANG Zhaolin，XU Bin

Yifan（Hainan）Technology Co.，Ltd.，Haikou

570100，Hainan，
China

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 3D mining software is the most basic condition to realize the Mining Industry 4.0，
and also the premise of implementing the intelligent production of mine.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erious lag
problem of China’s mining enterprises application of 3D mining software，through reasoning and analogy with
western mining enterprises operation management mode，and combined with the management problems of
China’s mining enterprises，the fundamental reason was pointed out why the 3D mining software application
lags behind in China’s mining enterprises，that is mining operation management mode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3D mining software application.The suggestion is to cancel the existing mining production scheduling
system in China，reduce management link and play the role of engineer and director of production，make the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departments direct docking operation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Key words：mining industry 4.0；3D mining software；digital mine；business management；management system；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山东黄金集团 2017 年跃居全国产金量冠军
2018 年 1 月底，中国黄金协会公布了 2017 年
我国主要金矿企业的黄金生产产量，山东黄金集

环保投入，获得了阿根廷政府、矿山驻地社区和环
保人士的广泛认可。

团以 43.93 t 的黄金产量位居全国产金企业第一

对黄金矿业企业而言，快速稳健迈入国际矿业

位，同比增长 18.47%。2017 年以来，从发现最大的

舞台，实现跨国并购海外矿产资源，充足的资金链

单体金矿到成功实现海外并购，再到集团跃居国

条成为并购项目顺利践行的必备条件。山东黄金

内年产量冠军，山东黄金集团的发展取得多项新

集团确立了包括黄金与金融在内的五大业务板块，

成就，其中不乏对中国黄金矿业发展产生重要意

从集团战略发展的高度来看待与推进企业金融业

义的成果。

务发展。

2017 年 3 月，山东黄金集团董事长陈玉民宣

此外，集团创新性地提出“以打造国际一流示

布，山东黄金集团探获了“三山岛矿区西岭金矿”，

范矿山”作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

初步预计勘探结束后可提交金资源量 550 t 以上，

的突破口。具体而言，以重要骨干矿山三山岛金矿

潜在经济价值 1 500 亿元，成为国内有史以来最大

为试点，坚持全球化视野、开放性思维、国际化标

的单体金矿。6 月底，世界最大黄金企业巴里克黄

准，全面实现矿山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信息

金公司旗下阿根廷最大矿山、
南美第二大矿山贝拉

化，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资源综合利用率和生态

德罗金矿 50% 股权，由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山东黄

矿业建设水平，形成可实践、
可复制、
可推广的国际

金斥资 9.6 亿美元并购获得。在合作过程中，山东

一流矿山具体标准和完备经验，全面提升集团矿山

黄金将生态矿业的发展理念融入其管理环节中，在

整体建设和国际化运营水平。

工业“三废”控制、
冰川保护、
生态监测、
氰化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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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平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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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全球金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