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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矿业的飞速发展，传统的生产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生产需求，同时矿山区域生态
环境也面临着严重威胁。因此，在利用现代化手段改进矿山管理模式的同时，推进智能矿山与绿色矿山共
建成为未来矿业发展的新趋势。针对三山岛金矿生产管理现状，采用“过程控制+安全生产+经营决策+绿
色矿山理念”的逻辑架构，形成适用于黄金矿山生产与经营实际的智能绿色矿山建设体系；并论述了智能
绿色矿山的建设内容，包括物联网平台的搭建、地质资源可视化、生产过程控制与能源监测、安全生产集成
系统建设及综合信息服务协同与应用等。三山岛金矿智能绿色矿山的建设增强了矿产资源的高效开发与
利用，促进了节能减排，减少了风险隐患与环境破坏，打破了矿山传统的管理理念，对业务流程进行了全方
位优化，其建设经验可为其他矿山的智能绿色矿山建设提供经验和策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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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矿业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前沿开采技术

的总体目标。因此，建设绿色矿山已成为矿产资源

和新型设备的推广应用，矿产资源的大规模开采成

开发过程中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

为可能，但与此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威

的重要手段之一。

胁。智能绿色矿山建设是将信息化、智能化的特点

目前，国外有关绿色经济的理论较丰富，智能

和优势与绿色发展理念深入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化建设及绿色开采技术也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发

的全流程，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

展［3-4］。然而，如何将科学、高效、合理的数字化、智

纳入矿山智能化建设中的复杂系统工程。发展智

能化相关理论与技术及绿色开采手段应用到以资

能绿色矿山是新形势下保证矿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源开采与加工为主业的传统矿山企业，仍有待探索

的必经之路，是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必然选

和思考。随着欧洲以智能集成感控系统为核心的

择 。2017 年 3 月，国土资源部、财政部、环境保护
［1］

部、国家质检总局、银监会和证监会联合印发了《关

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见》 ，对绿色矿山
［2］

的发展提出了相关要求，同时确定了力争到 2020
年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矿业发展新模式

工业 4.0 的提出，
《中国制造 2025》提出“创新驱动、
绿色发展”等战略方针，以实现提高国家制造业创
新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强化工业
基础能力，全面推行绿色制造等战略目标。因此，
对于智能绿色矿业来说，利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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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服务绿色开采技术，推动绿色矿业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深井采矿技术、信息化矿山建设、黄金矿山安全管

在矿山发展逐步迈向智能化阶段的进程中，智

理体系和绿色矿山等课题研究，将绿色开采技术与

能绿色矿山对矿山未来发展与规划提出了新要求，

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相结合，同步并举。整合现有

为新形势下的矿产资源开发道路提供了全新的思

资源、改进生产方式、优化生产组织，以现有建设成

路

。智能绿色矿山是一种综合考虑资源利用效

果为基础，结合智能化建设需求与自身的生产实

率与环境影响的新型开采模式，旨在将信息化、智

际，开展了智能绿色矿山建设的探索工作。在这一

能化的特点和优势与绿色发展理念深入到矿产资

过程中，三山岛金矿实现了矿山生产管理的远程

源勘查开发的全流程。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降低

化、遥控化和无人化，打造了国内外领先的“安全、

生产成本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的优化协调，实现

绿色、智能、高效”的绿色智能矿山框架与实施方

矿山生产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劳动组织、工艺流程

案，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为国内外同类矿山提

和管理流程进一步优化，资源利用率、企业经济增

供了参考借鉴。

长模式进一步提高［8-11］。

2

［5-7］

三山岛金矿始终走在国内矿山信息化建设的
前列，作为首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试点单位，其
建设智能绿色矿山具有良好的基础，并对国内外同
类矿山产生示范作用。因此，本文以智能绿色矿山
为出发点，以三山岛金矿为研究对象，围绕绿色开
采探析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系统建设的优势，
并将其与绿色开采理念相结合，以研究智能化在矿
山绿色开采方面的应用实践。

1

智能绿色矿山建设的体系框架
三山岛金矿智能绿色矿山建设，将现代信息技

术、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传统矿山企业的现代工业
化变革相融合，优化配置矿山的可支配资源（包括
人员、设备、物资、资金和地质资源），采用“过程控
制+安全生产+经营决策+绿色矿山理念”的逻辑架
构，形成了适用于矿山生产与经营实际的智能绿色
矿山建设体系。其核心思想是以地质资源的数字

三山岛金矿智能绿色矿山建设背景

化与可视化为基础，以生产过程数字化管控为方

山 东 黄 金 矿 业（莱 州）有 限 公 司 三 山 岛 金 矿

行与调度工具，并通过协同化的生产经营信息管理

（以下简称“三山岛金矿”
）对于企业的信息化建设

系统建设，实现矿山生产组织、管理与控制的高效

非 常 重 视 ，自 21 世 纪 初 就 已 陆 续 开 始 了 网 络 架

法，将集成化安全生产管理系统作为日常生产的执

率与精细化［13］。其主要内容为以采矿活动为中心，

设、因特网接入、广域网接入和生产管理信息系统

通过生产方案优化、开采智能化、管理高效化和决

的开发与应用工作，并逐步开展了设备更新与自

策科学化，实现矿产资源利用最大化、固体废弃物

动化改造，以实现生产过程监控的自动化和数字

排放减量化、资源化与无害化。最终实现企业绿

化 。 2010 年 ，依 据《国 土 资 源 部 关 于 贯 彻 落 实 全

色、清洁、安全且高效建设，实现经营与经济增长方

国矿产资源规划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工作

式由劳动密集型向环境友好型、技术密集型的根本

［12］
的 指 导 意 见》
，三 山 岛 金 矿 入 选 了 首 批 国 家 级

性转变。

绿色矿山建设试点单位，制定了《三山岛金矿绿色

220

在此背景下，三山岛金矿率先在国内开展了超

矿山的智能绿色建设主要体现在 2 个层面：生

矿山建设规划》，形成了一套涵盖矿产资源开发利

产环节中的各个部件与矿山的整体建设体系［14-15］。

用、环境保护、土地复垦、生态重建和安全生产等

与之相对应会产生不同主题的智能化建设与功能

方面的发展方案。近年来，三山岛金矿在全面整

侧重，以此为整体思路，三山岛金矿的智能化建设

合与提升现有信息化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以高效

方向是合理开发资源，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生产、本质安全和全局优化为目标，进行了智能矿

降低矿山劳动强度，生产作业无人化或少人化，提

山建设整体规划，并分步有序地开展了智能矿山

高工作效率，减少矿山风险隐患，增强安全系数，全

建设实践。

面实现矿山绿色生产、优化管理和智能决策，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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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16］。智能绿色矿山建
设体系框架如图 1 所示。

利用安全生产大数据构建安全隐患辨识、事故诱发
机理和安全生产综合评价模型，达到安全隐患与事
故的智能预警、紧急状态的快速反应以及安全体系
的整体评价。
2.2

优化管理
依托现有的生产管理系统（包括储量、计划、调

度、质检、车间生产、验收、统计、安全管理和综合查
询等）、经营管理系统（包括人力资源、设备、物流和
财务管理等）以及生产评价与优化研究成果（包括
品位指标优化和企业经营效果评价等），在全面评
估矿山生产条件的基础上，针对矿山所承担的生产
任务自动分配并完成智能化的生产组织，对矿山的
生产要素进行跟踪与评价，并通过整个系统评估与
图1
Fig.1

智能绿色矿山建设体系框架

Framework of intelligent green mine construction
system

2.1

智能绿色生产
以工业环网建设、无线网络和现场生产自动化

的建设成果为基础，包括固定生产设施自动化、数
字化控制与远程监控体系以及安全生产六大系统

建设。通过以下 4 个方面实现矿山智能绿色生产，
用信息化技术改变传统产业，建成高效低耗、安全

环保及能够进行远程自动控制的现代化矿山生产
新模式。
（1）智能采矿：在三维一体化平台设计的基础
上，在有条件的采场开展采掘、出矿设备自主运行
的试验性应用，实现生产方式的机械化、减人化与
设备自主化。
（2）智能控制：在已建设完成的现场自动化系

反馈完成生产体系的优化，从而实现生产资源的自
动配置、生产系统的自动均衡和生产指标的全局
优化。
2.3

智能决策
目前，企业已针对数字矿山在运转过程中所积

累的大量数据进行了不同主题的数据仓库建设，形
成了大量与生产规划及经营相关的数据挖掘算法，
全面应用于矿山的品位指标优化和复杂关联条件
下的技术经济指标分析。
在这种条件下，引入大数据分析与处理体系，
对生产与经营数据深层次的挖掘和应用，将数据分
析、数据挖掘、优化模型与算法等引入到矿山的生
产经营决策中，并通过自学环节实现算法的持续完
善，最终形成模块化的应用软件系统，为矿山生产
经营决策提供支持，实现面向大数据的商务智能分
析与生产布局规划。

生产的远程控制系统进行改进与提升，在实现现场

3

三山岛金矿智能绿色矿山建设内容

无人操作的前提下，通过引进智能控制算法来确保

3.1

物联网平台

统上进行功能完善与升级，对关键生产环节和辅助

系统的持续、高效与低成本运转。
（3）智能运输：对矿石运输的各关键节点进行

目前，三山岛金矿的网络架构是“局域网+工
业以太环网+无线网”三网合一的架构，为了满足

实时位置与属性监测，以此为基础进行矿石流转

设备精确定位与导航的要求，在数字矿山基础上，

过程仿真，并针对所有矿石运输环节进行统一的

对网络的布局布点与覆盖范围等进行提升，搭建

优化调度，保证矿石流转系统的连续、稳定与指标

了物联网平台［17］。实现地面与井下的无盲点网络

可控。

覆盖，满足大批量人员与设备的精确定位，井下大

（4）智能安全：在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六大系
统的基础上，全面集成各安全生产监控监测信息，

量人员和移动设备的实时监控，以及大批量实时
工业数据采集与传输的要求。矿山物联网平台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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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如图 2 所示。

化是现代矿山建设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制定矿山
开采规划、合理安排矿山生产的前提，是保证资源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8］。
三山岛金矿地质资源数字化体系在功能上分

为 3 个部分：基于 PDA 的地质资源的数字化采集系

统、基于三维数字化矿床模型的地质资源数字化处
理系统和基于局域网的数字化储量管理与应用。
这 3 个部分对应着地质资源信息从产生、加工、统

计、分析到决策的全生命周期内的各个功能与环
节，通过集成在统一的地质资源信息交换中心平
台，为企业提供历史信息的存储与生产运营的决策

支持。地质资源数字化功能框架如图 3 所示［19］。
通过构建地质资源数字化体系，不仅实现了三维可
图2
Fig.2

3.2

矿山物联网平台

Internet of things（IOT）platform of mine

设计支持，既扩大了生产规模，又节约了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是矿山企业一切工作的基础。作为

同时延长了矿山的服务年限，增加了企业的经济

图3
Fig.3

222

编制，而且为低品位、难采矿体开采提供了数据与

地质资源数字化与可视化

矿山生产信息管理的起点，地质资源数字化与可视

3.3

视化的开采设计与矿山生产任务智能分配与计划

效益。

地质资源数字化功能框架

Function framework of geological resources digitization

生产过程数字化

字化有较大难度。三山岛金矿注重自身软实力建

由于矿石开采具有作业地点分散、作业过程不

设，生产装备水平和机械化程度在国内矿业界首屈

连续和作业条件恶劣等特点，因此，相对于普通制

一指，这为矿山生产实现过程智能绿色建设创造了

造企业，完全实现矿山企业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数

有利条件。经过提升、运输、充填、选矿等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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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系统的建设，达到了现场作业的无人化、少

定，进而保证充填强度，同时也延长了充填系统的

人化，主生产作业或危险区域实现了设备自主运

使用寿命。对充填车间设备的主要参数进行实时

行，关键生产辅助环节实现远程遥控，矿石加工流

监测，能够及时发现设备的异常状态，做到故障早

程与矿石质量实现自动控制。

排除，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从而确保井下的持

（1）提升自动化。通过建立提升自动化系统，
三山岛金矿实现了装、提、卸作业的完全自动化。
对新立主井、副井、措施井和西山主竖井这 4 台提

续、均衡、节约与高效的生产。充填自动化流程如
图 6 所示。

升系统进行智能化监控和集中管理。对矿井提升
工况监测主要有提升运行状态的监测、液压制动
系统的监测和电动机及传动部分的监测等，实现

了对提升自动化系统在线远程监视的功能，如图 4
所示。

图5
Fig.5

图4
Fig.4

选厂筛分流程

Screen separation process of concentrator

主井提升自动化系统

Automatic hoisting system of main shaft

（2）选矿自动化。建立选矿厂自动化控制体
系，通过选矿厂碎矿的自动化控制，实现了破碎系
统的连锁控制、给矿量及破碎机排矿口的自动调节
和矿仓料位的自动检测。通过磨浮自动化控制，实

图6
Fig.6

充填站充填流程

Filling process of filling station

现了磨浮系统的给矿、磨矿粒度、加药、给水和钢球

（4）排水自动化。水是影响地下金属矿山安全

等数据量的自动控制，达到最佳配比、系统最优，提

的重要因素之一。三山岛金矿通过对现有的排水

高了选矿处理量和回收率。通过排尾、供水的自动

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建立了排水自动化系统，实现

化控制，实现了对供水水泵、排尾泵房和浓缩脱水

了对水仓水位、排水量和泵组的信息集成监控。该

设备等系统的自动控制、无人值守

系统通过实时提供水泵运转状态和水位安全情况，

。选矿自动化

［20］

流程如图 5 所示。

为控制泵组的开关控制提供合理依据，从而达到安

（3）充填自动化。三山岛金矿采矿生产主要采

全节能生产的目的［21］。井下排水自动化系统可以

用分层充填采矿方法，采充平衡是井下生产系统持

实时监测水泵电流、电机温度、流量压力和启停信

续、均衡、高效与资源节约的保障，因而充填自动化

号状态等重要数据，根据条件远程控制水泵启停操

及其数字化监控是数字矿山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充填系统进行自动化改造，可以实现充填工艺各

作，实时报警信息。排水自动化系统如图 7 所示。

（5）供配电综合自动化。通过对总降压站、井

环节生产工艺参数的精确调节，保证造浆效果、搅

下中央变电所高压供配电系统进行综合自动化改

拌桶液位、充填浓度和充填流量等工艺参数的稳

造，建立供配电综合自动化系统。通过综合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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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将高压供配电系统通过以太网与生产调度系

生产过程中与安全相关的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和处

统进行连接，将高压供配电系统相关信息实时传送

理，在此基础上完成数据的汇总分析及数据挖掘，

到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同时在总变电所和井下中央
变电所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实现供电系统无人值
守、自动监控，保证安全生产

。变配电自动化系

［22］

统如图 8 所示。

最终采用 GIS 平台，以图形化方式实现集成化展
示，以供各级管理人员查询，为矿山的安全生产提
供信息支持，其功能架构如图 10 所示。

图9
图7
Fig.7

Fig.9

-600 m 井下排水自动化系统

-600 m underground drainage automation system

3.5

地磅系统

Loadometer system

生产经营信息的协同化
作为一个多业务互相协同的过程，矿山企业的

生产既要达到业务内容上的协同，也要达到空间和
时间上的协同。以基于协同化业务流程为基本功
能的生产经营信息的协同化管理是实现生产经营
数字化的关键内容。生产经营信息协同化管理的
核心是进行成本分析与成本控制，基本目标是对矿
山的生产经营内容进行规划，实现管理的安全性和
高效性。生产经营信息协同化管理功能框架如图
图8
Fig.8

35 kV 变配电自动化系统

35 kV power distribution automation system

（6）称重计量系统。地磅计量是金矿生产过程

4

智能绿色矿山建设效果与分析

中不可缺少且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地磅的正确与

三山岛金矿经过多年建设，在开采方式科学

准确计量对生产与指标控制、资源节约有着非常重

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企业管理规范化、生产工艺环

要的影响，因此对地磅实行自动化控制管理是一个

保化和矿山环境生态化等智能绿色矿山建设方面

发展趋势，该控制系统不仅能够有效防止人为错误

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取得了一定的实际应用成果，

地输入车牌号，提高工作效率，而且也为用户降低

为金属矿山企业挖潜增效、创造更大经济效益和社

了人力资源成本。井口地磅无人值守控制系统由

会效益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主要体

自动识别车辆系统（包括触摸屏）、车辆检测系统、
自动称重系统、PLC 控制系统、红绿灯指示/语音提
示系统、微机管理系统和电视监控等组成。地磅系
统如图 9 所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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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所示。

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1）智能绿色矿山建设促进了矿产资源的高

效开发与利用。持续改进发展方式，加强资源综
合利用是三山岛金矿绿色矿山建设可持续发展的

安全生产集成化

主要支撑和有效保障。在智能绿色矿山建设期

通过采场、巷道和设备等安全信息的管理，将

内，矿山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结合矿产资源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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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发利用工程的实施，在后续开发资源保障与

提高了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促进了矿山的

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实现了突破性进展，有效地

可持续发展。

图 10
Fig.10

安全生产信息集成化功能体系

Integrated functional system of safety production information

（2）采用先进的自动化工艺与智能化系统促进
了节能减排。结合矿山工艺流程实际，通过系统优
化的工艺流程、先进的自动化控制系统，提高了矿
山生产技术指标，降低了单位产量能耗和排放，达
到了节能减排的目的，结合相应的治理与复垦措
施，实现采矿工业与生态环境友好协调发展。
（3）智能绿色矿山建设减少了矿山风险隐患，
提高了安全保障。以安全高效生产为目标，三山岛
金矿智能绿色矿山的建设实现了通风、排水、供风
和供配电等系统的实时监控、远程遥控和无人值
守。通过减少井下作业人员数量，不仅为企业带来
图 11

了直接的经济效益，也对矿山生产安全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Fig.11

ment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information

（4）智能绿色矿山建设打破了传统矿山管理
理念，对业务流程进行了全方位优化。对矿山生
产与经营的数据存储、数据加工、数据流转和数据

生产经营信息协同化管理功能框架

Functional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manage⁃

5

结语

共享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化和标准化，形成了一套

智能绿色矿山建设以数字化为手段，以绿色高

全面系统的信息集成方案。精细化的管理模式不

效为目标，为促进矿山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保

仅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也推进了智能绿色矿

障，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采矿

山的建设。

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智能绿色矿山作为提高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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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企业竞争力的必要手段之一，必将随着矿山信息
化水平的提高，在绿色、安全和高效生产中发挥更
重要作用。同时，智能绿色矿山建设作为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应随着科技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地充
实、提高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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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Intelligent Green Mine for Sanshandao Gold 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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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ining industry，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can not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production.At the same time，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mine areas are also facing serious threats.
Therefore，while improving the mine management model to reduce costs and increase production through modern
means，it will be a new trend to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mine and green mine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ion management in Sanshandao gold mine，we adopt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process control+production
safety + management decision + green mining concept”to form an intelligent green mine construction system
applicable to th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gold mines. Several contents were integrat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includ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platform construction，the geological visualization resources，the
re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utomation，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grated safety production system，the integrated
information service collaborative system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green mine
for Sanshandao gold mine has enhanced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promoted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reduced risks and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broke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concept of mines and optimized business processes in all aspects.The experiences and strategies can
be taken as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t green mine in similar underground metal mines.
Key words：gold mine；intelligent mine；system framework；green mine；Sanshandao gold mine；digitization；
informatizati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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