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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黄陵矿业一号煤矿数字化
调度指挥中心，该矿井下采煤、掘进、运
输各个生产环节清晰地映射在监控大屏
上，工作人员点击鼠标便可查看任何一
个工作面的视频画面。

这是该公司以智能化、自动化、无人
化、信息化为抓手，打造“智能矿井、智慧
矿区”的一个缩影，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措。

智能化引领煤炭革命

2014年，该矿 1001工作面首次实现
智能化无人开采。随后二号矿大采高智
能化无人开采技术荣获中国煤炭协会
科技进步一等奖。去年，该公司编制发布
《智能化无人综采工作面设计》《智能化无
人综采工作面安装验收》等5项行业标准，
使煤炭工业智能化开采有规可依。

在做精做优智能化开采工作面的同
时，公司率先建成投入使用 3D透明化可
视矿山系统，强力推进“智能化+110”工
法、“智能化+N00”工法的研究与应用。
同时建成智能装车系统，使地销时间由4
分钟缩短至2分钟。

自动化让提效成常态

6月 9日 ，陕煤集团第一条全自动

化托辊生产线在黄陵矿业调试运行成
功，年生产托辊 12 万件。该条自动化
托辊生产线只需两人做好巡视及物料
补偿，人员减少了 60%，技术达国内领
先水平。

同时，该公司以自动化为创新方式，
实现辅助系统集中控制的成功案例屡见
不鲜。一号煤矿“1+N”综合自动化管控
平台，实现总调度全监控、分控管操作、
现场保运行的目标。二号煤矿通过自动
化升级改造，全面实现变电所、压风机
房、污水处理站等生产辅助体统集中控
制，减员 41人。发电公司采用炉、机、电
及辅助车间集中控制方式，运行人员在
集中控制室内通过操作员站便可实现机
组启停控制。

无人化让生产更安全

“系统收到调度动作任务，执行一号
配电柜隔离开关闭合指令。”这是无人值
守变电站通过电力调度远程操控的一个
镜头。

“要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巡检效率，
实现固定设施无人化，大胆探索以工业
机器人代替人工的巡检新模式，实现煤
矿固定场所无人值守。”在黄陵矿业“四
化”建设规划上，工业巡检机器人被纳入
发展议程。

2017年，工业巡检机器人在一号煤
矿 621中厚煤层智能化综采工作面调试
成功，解决了煤矿综采工作面监测控制
精度不够及设备故障率高等技术难题。

信息化让管理更高效

2019年，黄陵矿业与陕西联通及中
兴通讯公司签署 5G战略合作协议，拉开
了5G技术的序幕。

这一年，安全生产信息共享平台
正式运行，为实现矿井安全生产透明
可视化管理提供支撑。在此基础上，

该公司建成投运物资管理信息平台和
人力资源信息平台，使企业管理更加
精准、高效。

推进“四化”建设既是行业发展的大
势，也是推动黄陵矿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所在和必然选择。5月28日，公司召开

“四化”建设推进会，对于未来发展方向，
党委书记、董事长雷贵生说：“我们将加
快推进 5G 网络全覆盖，通过机械化换
人、智能化减人、机器人巡检、辅助系统
集中控制，不断降低生产成本、降低劳
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安全高效
发展。” （李金玲 曹川）

“四化”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黄陵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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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国家能源局印发《2020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2020年能源
工作五方面预期目标，其中包括全国能
源消费总量不超过 50亿吨标准煤，煤炭
消费比重下降到57.5%左右。

此外，在供应保障方面，石油产量约
1.93亿吨，天然气产量约 1810亿立方米，
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 9 亿千瓦左
右。在质量效率方面，能源系统效率
和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利用率
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具备条件的煤
电机组年底前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同
时预期新增清洁取暖面积 15亿平方米
左右，新增电能替代电量 1500亿千瓦
时左右，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7%左右。光伏扶贫等能源扶贫工程持
续推进，完成“三区三州”和抵边村寨
农网改造升级。 （张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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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生态水泥公司灵活运用“互联
网+”工作模式，紧贴生产经营实际，融合
安全环保、技能素养、创新创效等方面，
积极搭建各类提质增效“小平台”，加速

“催化反应”，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
入“活跃元素”。

安全曝光平台加速“秒”整改

“熟料散装库 2层平台积料未清理，
责任人：王磊。”

“熟料散装库2层平台积料已全部清
理。”几小时后，整改责任人推送了一则

附带图片的整改信息。这是所属富平公
司自开展安全环保隐患随手拍以来，安
全曝光平台的日常。

据统计，该平台自 4月份运行以来，
排查并治理各类安全隐患132条，隐患上
报率和整改率均达100%。

该公司鼓励全员参与安全环保隐患
曝光，以车间、部门互动的方式，纠“三
违”、抓环保，同时发布事故通报、安全
知识等方面内容，着力构建学习、排查、
整改“三位一体”安全管理新格局。

“安全曝光台的设置是为了实现协
同处置曝光各类安全环保隐患、现场违
章行为，针对同一类型隐患引起其他部
门反思，持续提高现场安全环保管理水
平和隐患整改力度。”该公司安全环保部
副部长朱海阳说。

技能培训平台增强“质”提升

“疫情期间，针对每月青年骨干能力
提升班的学习培训，将以‘汉唐易课’网
课学习模式开展。”

“复产复工职工网络教育涉及水泥工
艺、设备仪表等7大板块共80课时，共计53
人参加培训，截至目前已修完全部课程。”

“此次线上培训通过在线直播、视频
录播、视频互动、手机APP、微信小程序

等多种方式，从疫情防控知识、企业安全
生产、职业素质提升、职业技能知识、实
用技能等多方面培训。”

下一步，该公司将整体推进“线上+
线下”培训模式，全面落实“防疫、生产”
两不误总体要求。

创新创效平台赋能“芯”驱动

该公司积极引导职工不断提升学习
能力、创新能力、创优能力。所属汉中公
司以“张卫强创新工作室”为依托，实现
了 4.6 米矿渣立磨台时技改后保持在
113t/h以上，最高时可达120t/h的同行业
台时最高纪录。

“巡检卫士平台的启用较手动记录，更
加快捷、方便、准确。只需通过扫描设备二
维码便可知设备巡检要点，后台管理人员
也可根据巡检情况判断设备运行状况，可
有效提高设备运转率。”所属黄陵公司技术
员曹子柯说道。

随着所属物贸公司阳光采购平台的
顺利上线，从根本上降低了采购成本，提
高了采购效率。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和
生产关键时期，通过线上交易，保证了原
材料的正常供给，为生态水泥公司保供
西安市公共卫生中心项目建设提供了坚
实保障。 （吕建）

生态水泥公司

善用善用善用“““小平台小平台小平台”””发挥发挥发挥“““大作用大作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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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传来喜讯，建设
集团矿建二公司所申报的六项实用新型专利全部获
得授权。

据悉，长期以来，该公司注重发挥职工积极性和
创造活力，发挥职工夜校、职工书屋和各类培训优
势，开展分层次、分类别、分工种的岗位技能培训，提
升职工素质和创新能力。成立职工技术创新专业评
审委员会，制定相应考核办法，设立奖励基金，助
推职工创新规范化、经常化进程。同时积极发挥传
帮带作用，实施“以师带徒”策略，师徒结对投入
技术攻关，为增产创效、管理创新凝智聚力。紧扣
企业安全生产、工程质量、成本效益、环保节能等
课题，深入开展“五小”创新、“三小一练”等活动，两
年来共发明创新成果 40余项，全部广泛运用于生产
实践中。 （刘晋 李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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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获六项实用新型专利

本报讯 近日，陕西煤化新能中泰节能环保有限
公司顺利通过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三大管理体系认证，并
荣获认证中心颁发的认证证书。这标志着新能中泰
公司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中又上新台阶，步入现代
企业管理的快车道。

新能中泰公司成立于2017年10月，是陕煤集团
下属成立的第一家专门从事节能环保业务的公司。
公司成立三年来，先后完成了咸阳热能公司75T/h煤
粉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工程、陕煤柠条塔矿业公司锅炉
烟气处理系统改造EPC总承包工程、神木洁能电厂
240T/h锅炉脱硝改造工程、陕西龙门钢铁公司 1#、
2#、3#高炉冲渣乏汽脱白治理等工程，均达到了国家、
行业及地方标准要求，通过了主管部门的环保验收，
并得到了用户一致好评。 （李来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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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通过三大管理体系认证

近日，为
打好“节支降
耗 、修 旧 利
废”组合拳，
澄合矿业西
卓煤矿要求
各基层区队
加大修旧利
废和回收复
用力度，鼓励
职工进行小
改小革，有效
降低材料成
本，提高经济
效益。图为
该矿职工正
在盘点材料
库存。
苟肖伟 摄

本报讯 当前，神木煤化工天
元公司积极实施智慧生产信息化
建设总体战略，通过引入“外脑”，
最终确立以“145”信息化工程体
系，全面推进“智慧工厂”建设。

据悉，“145”体系，“1”即一
体化信息管理平台，“4”为决策支
持中心、产运销协同中心、智能生
产管控中心、运营保障中心，“5”
为标准化体系、信息安全体系、应
用服务体系、IT组织与管理体系、
基础设施体系。该信息化项目建
设，不仅可以有效推进公司“智慧
工厂”建设，也可实现生产自动
化、决策科学化、流程数据化、对

象模型化、过程可视化、整体集成
化的“六化”建设。

该公司厂区 4G/5G 融合专
网试点建设已经完成并投运，数
据中心、平台规划、智慧物流、经
营辅助决策以及数字智慧生产
方案正在有序推进；精酚车间智
慧化改造已经完成近 80%，项目
落地后能实现数字化交付、多维
度可视化巡检。同时，该公司已
联合有关高校及科研机构申报了
工信部“5G+工业互联网”高质量
网络和公共服务平台项目，该项
目的申报将进一步推进该公司数
字化、智能化水平，也将提高该公

司的生产管理效率和优化业务
流程，加速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
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万物互联数字经济的总
体浪潮发展，智慧生产已经定位
未来，神木煤化工天元公司在持
续保持煤炭分质清洁综合利用核
心技术优势、煤化工行业竞争力
优势的同时，也将抢抓机遇，在数
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积极
推进“5G+云计算+人工智能”的
融合创新发展，着力打造数字化、
智慧化为一体的生产经营服务模
式，为企业转型发展和产业升级
注入新的动力。 （贺斌 魏峰）

按下5G智慧生产经营“加速键”

本报讯“09皮带已拉空，开始检修。”“大巷已拉空，
开始检修。”近日，榆北曹家滩机电运输区在检修工作中精
心筹划，三举措保质保量完成检修工作。

完善制度保安全。此次检修工作项目多、技术难度
高，从主斜皮带滚筒包胶到大巷皮带改造漏煤斗，再到
122109主运顺槽皮带机尾滚筒更换油封，每一项工作都必
须多人配合，使用大型工器具才能完成。该区针对不同检
修部位、项目及不同检修工种，分别制定检修细则，同时
划分责任区域，将现场所有检修项目、设备落实到指定班
组长和队长，由他们全权负责检修进度、质量及人员安
全，并在检修结束后进行互相检查验收，以此来提高检修
质量。

规范流程抓细节。“一人疏忽百人忙，检修过程中一定
要认真对待，不能忽视任何一处细节。”区长任明在班前会
说：“在检修工作提前准备、认真梳理，将检修项目规划整
理成三大项，十几个小项，从而使检修工作高效有序展
开。”对此，该区成立攻关小组，针对检修重点项目、棘手
项目，将检修操作顺序、计划时长、注意事项、安全措施等
汇总编制成检修流程，使检修工作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
流程化。

强化培训提能力。为更好地完成检修工作，该区分别
对参与滚筒包胶、补皮带、调试PLC程序及其他重点项目
检修人员进行业务知识培训。授课人为区队“技术大拿”、
厂家人员等，分别从技术难点、操作规范、安全和注意事
项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此次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了职
工的专业素质，为检修工作顺利完成打下了理论基础。”技
术员小李说。 （董文钰）

三举措助力大检修顺利完成
榆北曹家滩机电运输区

本报讯“这个自动隔爆设施既降低了劳动强度，又提高
了劳动效率，真好！”近日，在中能煤田公司11201回顺大巷，
综合队通风班安装工任兴林高兴地说。

以往井下大巷安装的都是传统隔爆水棚，从维护到安
装再到移动，流程特别多、维护量大，让巷维工苦不堪
言。去年，该公司矿山绿色开采理念得到进一步深化，瞄
准新科技、新装备大力进行推广应用。经过前期考察和巷
道实地观测，目前这套先进自动隔爆装置分布安装在公司
11203进回顺大巷、11202回顺等地点。

据了解，这套自动隔爆装置只需要3个人、2个小时便
可轻松完成安装。该公司井下限于巷道地质复杂，安装隔
爆水棚常会对巷顶进行“整修”，极不安全。现在使用的这
套自动隔爆装置采用锚杆连接的方式固定于巷道顶板下
方，根据巷道情况选择装置的布置方式、安装数量等。冲
击波接收装置面向爆破产生的冲击波和火焰的蔓延方向，
冲击波先于火焰到达冲击波接收装置，并触发装置动作，
隔爆介质喷出，形成雾状隔爆区域，起到阻止爆炸蔓延的
作用。 （王惠武 张旺军）

井下安装自动隔爆装置
中能煤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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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单进让高质量发展更有底气
本报讯 日前，彬长矿业文家坡矿按照构建“一井

两区、一区一面、交替开采”采掘接续中长远规划，夯
实基础管理，保证矿井“掘、抽、采”平衡，增强和提速
单进让高质量发展更有底气。

据悉，掘进与进尺是彬长矿业月度薪酬考核的
主要挂钩指标之一，掘进与进尺全线“飘红”，为该矿
工资结算增添了“砝码”，保证了职工工资创收。1至5
月份，在该公司安全高效掘进单进创水平活动中，3支
综掘队累计获得奖励181万元。享受到掘进政策“红
利”，极大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为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凝聚起了更大的信心和力量。 （高剑）

神木煤化工天元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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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轮岗交流工作培养全能操作员
本报讯 5月以来，神渭管运生产运行公司为促

进整体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强各站交流学习，提升职
工业务水平，培养“一人多岗”“一岗多能”高素质员
工队伍，开展了轮岗交流工作。

此次轮岗范围包括 6个泵站、24名运控人员。
轮岗人员轮岗期间视同所在场站职工，并遵守场站
规章制度，按照学习计划完成了主泵参数学习、泵
输系统工艺流程及PID图、学习相关操作规程，并
配合各泵站进行设备动作，认真负责完成分派的工
作任务。此次轮岗活动充分调动了员工工作、学
习积极性，让员工有更多的机会在不同岗位、不
同环境中进行实践锻炼、学习提高。通过轮岗锻
炼的实施，为运行公司长远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人
才保障。 （谢义华 李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