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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智能化学术专题
【编者按】 煤矿智能化是适应现代工业技术革命发展趋势、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技术支撑ꎮ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创新发展ꎬ我国煤矿实现了从普通机械化、综合机械化到自动化的跨越ꎬ
并开始向智能化迈进ꎬ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能源保障ꎮ 然而ꎬ我国煤矿智能化发展尚处于初级阶
段ꎬ存在研发滞后企业发展需求、技术标准与规范缺失、技术装备保障不足、研发平台不健全、高端人才匮乏等
问题ꎮ 因此ꎬ应理清发展思路ꎬ创新发展模式ꎬ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技术与装备标准体系建设ꎬ持续深入开展煤
矿智能化基础理论与技术短板攻关ꎬ加强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ꎬ推动煤矿智能化人才队伍建设ꎬ提高煤矿智能
化建设的综合保障能力ꎮ 为促进矿山智能化技术成果交流与理论实践进步ꎬ推进我国煤矿智能化建设进程ꎬ
« 煤炭科学技术» 于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组织策划了“ 煤矿智能化学术专题” ꎬ邀请国内煤矿智能化技术研究与应用
领域的专家、学者撰稿ꎬ报道了智慧煤矿建设主体架构设计、智慧矿山标准体系建设、智能化无人开采技术、大

数据分析与处理技术、智能装备制造、矿井水智能探测与防治技术、智能辅助运输系统、智能综合管理技术等方

面的研究ꎮ 本次专题录用稿件 ３０ 余篇ꎬ限于版面ꎬ本期刊登 １２ 篇ꎬ其余稿件将择期刊登ꎮ 在此衷心感谢各位

作者为此专题撰稿ꎬ特别感谢王国法院士工作团队、中国煤炭科工集团、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陕西煤业化工
集团、神东煤炭集团、兖矿集团、大同煤矿集团等在专题组稿、撰稿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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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业 ４.０ 与中国煤机装备智能制造的发展
王国法１ꎬ２ ꎬ杜毅博１ꎬ２

(１.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采设计事业部ꎬ北京

摘

１０００１３ꎻ２.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开采研究分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１３)

要:综述了工业革命发展背景和世界主要国家智能制造发展战略ꎬ指出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为核

心的技术创新推动了全球制造产业变革ꎮ 随着人口红利消失ꎬ知识红利凸显ꎬ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大
势所趋ꎮ 阐述了智能制造内涵、特征、智能制造关键技术与其核心内容ꎮ 智能制造的基本属性是实现
对于信息的深度自感知ꎬ实现精准控制的自执行ꎬ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智能优化自决策ꎮ 智能制造以数
据为核心ꎬ以实现万物互联为特征ꎬ其关键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大数据技术、云

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以及整体的信息化系统ꎮ 通过分析德国工业 ４.０、布局与发展现状ꎬ指出德国工
业 ４.０ 的战略举措是将传统工业与信息化进行深度融合ꎬ将不同行业进行跨界合作ꎬ将创新科技与产

业相结合ꎬ实现经济产业红海与蓝海的对接ꎮ 之后分析了我国煤机装备智能制造的发展现状ꎬ介绍了
智能焊接、柔性数字化车间等我国煤机装备智能制造关键技术的重要进展ꎮ 在分析我国煤机装备制
造业特点的基础上ꎬ指出了发展煤机智能制造的关键任务包括:产品与数据的标准化模块化ꎻ建设智
能制造系统和工艺创新ꎻ建设智能制造信息化系统和基础网络活动ꎻ推进管理精益化及服务产业化ꎻ
打造智能制造人才培养体系ꎮ 最后提出了我国煤机装备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实现数字化ꎬ网络化智
能化ꎬ发展智能制造的策略和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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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ｋꎻ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ａ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Ｆｉ￣

ｎａｌｌｙꎬ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ａ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４.０ꎻ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ꎻ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ꎻｃｏ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ꎻ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ｉｎｅ

０

引

言

作为人类生存方式根本性变革标志的工业革
命ꎬ第 １ 次与第 ２ 次工业革命分别推动人类进入“ 机

成为新工业革命首要任务ꎬ如美国“ 先进制造业伙

伴关系计划” 、欧盟的工业复兴战略、法国的“ 新工
业法国” 计划、日本的“ 重振战略制造业” 计划等ꎮ

我国制造业以其体系完整ꎬ门类齐全等特点ꎬ其

械化时代” 与“ 电气时代” ꎮ 而随着计算机与可编程

规模已位列世界第一ꎮ 然而ꎬ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ꎬ

而通过“ 信息系统” 代替人完成更多工作ꎬ实现人机

资源利用率低ꎬ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依赖进口程度高

控制器的发明ꎬ人与机器之间加入“ 信息系统” ꎬ从
分离ꎬ以 ＩＴ 数字化为标志的第 ３ 次工业革命将人类

处于世界制造产业链的中低端ꎬ产品质量有待提高ꎬ
等问题凸显ꎮ 随着人口红利消失ꎬ知识红利凸显ꎬ我

社会带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ꎮ 在人工智能技术、物

国制造企业面临内部挑战和外部环境变化双重压力ꎮ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及智能互联等颠覆性技术的发
展正在催生第 ４ 次工业革命 [１] ꎬ将彻底改变人类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ꎮ

２０２５”ꎬ并发布«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智能制造发展规划»ꎬ

在这一情况下ꎬ我国提出制造强国战略“ 中国制造

品市场竞争不断加大ꎬ制造业价值产出已从单一产

提出“三步走” 战略ꎬ推动我国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ꎬ打造我国制造业竞争新优势ꎬ实现制造强国[３] ꎮ
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煤炭生产、消费、净出口国ꎬ

品转变为包含产品在内的服务和解决方案ꎬ制造业

煤机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ꎬ其生产总量与整体技术

已经成为同时对物质、信息和知识进行处理的新产

已达世界前列ꎮ 然而ꎬ我国煤机装备中低端产品过

业ꎮ 全球制造业技术体系ꎬ制造模式ꎬ产业形态及价

剩ꎬ高端高可靠性产品紧缺ꎬ核心竞争力与创新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制造业的飞速发展ꎬ机械产

值链发生重大变革ꎬ新一代智能制造———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制造将从根本上引领和推进新一轮工业
革命 [２] 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以“ 德国工业 ４. ０ 战略计
划” 为代表的先进国家制造业升级“ 再工业化” 战略
２

不足ꎬ一些关键元部件仍需从外国进口ꎮ 新一轮产
业革命的背景下ꎬ我国煤机装备更需在产品可靠性、
智能化等方面不断创新ꎬ以智能制造助推我国煤机
装备产业与技术走向国际发展的高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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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的内涵与特征

区别于 ３.０ 的重要特征以及核心就是实现单机智能

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

组成智能生产线ꎬ不同智能生产线的互联组成智能

造技术深度融合ꎬ贯穿于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制

车间进而组成智能工厂ꎬ通过其相互之间的动态组

造活动的各个环节ꎬ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

合ꎬ满足不同的制造需求ꎮ 信息物理系统作为智能

１

执行、自适应等功能的新型生产方式

设备的互联ꎮ 通过不同类型及功能的智能单机互联

[４－８]

ꎮ 其基本

制造的核心ꎬ将物理设备实现网络互联ꎬ实现虚拟数

属性是实现对于信息的深度自感知ꎬ实现精准控制

字世界与现实物理系统的融合ꎬ将资源、信息、设备

的自执行ꎬ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智能优化自决策ꎮ 实

以及人紧密联系在一起ꎬ实现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ꎬ

现信息深度自感知就是要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准确的

从而创造智能环境ꎮ

感知企业、车间、系统、设备以及产品的实施运行情

智能制造的核心是数据ꎮ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况ꎻ精准控制自执行则通过先进控制技术ꎬ对智能决

的发展促使制造企业的数据呈现爆炸式的增长ꎮ 包

策进行控制执行ꎬ实现设备状态、车间及生产线计划

括产品数据、运营数据、价值链数据和各种外部数据

进行控制与调整ꎻ智能优化自决策则通过数据处理

的产生ꎬ以及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ꎬ为智能制造的

技术对实时运行状态数据进行识别、分析、处理ꎬ根

自适应、自控制、自决策提供基础ꎮ 需要注意的是数

据分析结果ꎬ自动做出判断与选择ꎮ 智能制造的内
涵如图 １ 所示ꎮ

据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是保障工业 ４.０ 实现的关键ꎮ
数据缺乏可靠性则任何的分析与决策都成为空谈ꎻ
数据安全则保障信息系统的业务连续性ꎬ确保智能
制造的实施ꎮ

１.２

智能制造的关键技术
智能制造的终极目标是要实现产品及其制造过

程的最优化ꎬ获得高效、优质、柔性、敏捷、低耗、宜人
等效果ꎮ 智能分析决策实现制造系统或产品智能化
的核心部分ꎬ而其关键技术是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技
术为核心的六大关键技术ꎬ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工业
机器人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

１.１

Ｆｉｇ.１

图１

以及整体的信息化系统 [１２－１３] ꎮ

智能制造的内涵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１) 人工智能技术:新一代智能制造的主要特征

智能制造的特征

表现在制造系统具备了学习能力ꎬ通过深度学习、增

智能制造主要由智能产品、智能生产及智能服

强学习等技术应用于制造领域ꎬ知识产生、获取、运

务三大系统为核心ꎬ以智能工厂为载体ꎬ以端到端数

用和传承效率发生革命性变化ꎬ显著提高创新与服

据为基础ꎬ以网络互联为支撑ꎬ推动发展关键制造环

务能力ꎮ 人工智能技术的三大特点就是大数据技

节智能化ꎬ实现创新驱动发展ꎮ 从技术层面上ꎬ融合

术、按照计划规则的有序采集技术、自我思考的分析

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自动化技术、智能化技术

和决策技术ꎮ 传统人工智能追求机器对人脑思维、

以及先进的企业管理技术ꎻ实施层面上ꎬ涵盖产品、

认知功能的模拟ꎬ让机器变得更聪明ꎻ新一代人工智

装备、产线、车间、工厂、研发、供应链、管理、服务与

能则基于新的信息环境ꎬ把计算机和人连成更强大

决策等方面ꎻ创新层面上ꎬ智能制造基于新一代信息
通信技术ꎬ对传统的管理理念、生产方式、商业模式
等带来革命性、颠覆性影响ꎮ
智能制造最大的特征是实现万物互连

[９－１１]

ꎮ 将

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嵌入式终端、智能控制核心、通
信网络通过信息物理系统连接成为智能网络ꎬ从而
将客户、产品、工厂、车间、设备、供应商等紧密联系ꎬ
使生产设备之间、设备与产品之间、虚拟与现实之间
实现数据信息的交流ꎬ最终实现万物互联ꎮ 工业 ３.０

的特征是实现了单机设备的智能化控制ꎬ而工业 ４.０

的智能系统ꎬ以实现新目标ꎮ ２０１１ 年人工智能全球

专利申请不到 ５ ５００ 件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２ ０００ 件ꎬ６ 年

间翻了 ４ 倍ꎬ新一代人工智能在技术和产业方面均
接近“ 奇点” ꎮ “ ＡＩ ＋制造业” 成为全球经济技术竞争

的重要因素ꎮ 如通用集团 ＧＥ 针对“ ＡＩ ＋ 制造业” 领
域进行系统布局ꎻ西门子押宝“ 数字化双胞胎模型”

及 Ｔｅａｍｃｅｎｔｅｒ 协作平台ꎻ三星启动一个中心管控全
球的“４Ｍ ＋ １Ｅ” 方案ꎻ我国海尔集团则在建立互联网
工厂的同时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智能生态圈ꎮ 人工

智能正在从多个方面支撑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迈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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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科学技术

进ꎬ为中国制造业“ 由大变强” 的发展注入新动能ꎮ

２) 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的

一种ꎬ主要由操作器、控制器、伺服驱动及传感系统

组成ꎮ 是可重复编程ꎬ完成三维空间仿人操作自动
控制ꎬ对于稳定和提高产品质量ꎬ提高生产效率ꎬ改
善劳动条件起到重要作用ꎮ 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五大
领域包括机器人加工、喷涂、装配、焊接以及机器人

搬运等ꎮ 我国近年来机器人销量大幅上涨ꎬ仅 ２０１７

年前 １０ 个月销量已达 １０.４８ 万台ꎬ位居全球第一ꎮ
“ 机器换人” 成为大势所趋ꎮ

３) 大数据技术:工业大数据的来源主要是数字

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网络化监测、物联网管理 ４ 个

第 ４７ 卷

制造模式ꎬ搭建起一种新型的生态系统ꎮ 在设备与
设备之间ꎬ设备与生产线ꎬ工厂与工厂之间无缝对
接ꎬ监控生产过程ꎬ提高产品质量ꎮ

５) 物联网技术:智能制造最大特征是实现万物

互联( ＩＯ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ꎬ是智能制造的神经
系统ꎮ 工业物联网是工业系统与互联网ꎬ以及高级
计算、分析、传 感 技 术 的 高 度 融 合ꎬ 也 是 工 业 生 产
加工过程与物联网技术的高度融合ꎮ 工业物联网
具有全面感知、互联传输、智能处理及自组织和自
维护的特点ꎮ 信息技术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
无所不在 的 连 接ꎬ人、物、数 据 和 程 序 通 过 互 联 网
联系在一起 并 进 行 流 程 再 造ꎬ基 于 物 理 世 界 感 知

方面ꎬ产生了大量的工业数据ꎮ 工业大数据还贯穿

和交互的在 线 化 实 时 化 数 据 与 智 能 处 理ꎬ 改 变 对

于设计、制造、使用、维修、回收整个产品全生命周

外部世界的相应模式ꎮ 智能制造工厂架构与应用

期ꎬ包括数据的获取、集成、应用等ꎮ 大数据分析技
术包括它的分类技术、建模技术、聚类技术、匹配技

场景如图 ２ 所示ꎮ

６) 整体的信息化系统:智能制造信息系统ꎬ在

术、优化技术、可视技术等ꎮ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和发

数据采集基础上ꎬ建立完善的智慧工厂生产管理系

展使得价值链上各环节数据和信息能够被深入分析

统ꎬ实现生产制造从硬件设备到软件系统ꎬ再到生产

和挖掘ꎬ为企业管理者、生产者、消费者提供看待价

方法ꎬ全部生产现场上下游信息的互联互通ꎮ 智能

值链的全新视角ꎬ使企业有机会把价值链上更多环
节转化为企业的战略优势ꎮ

４) 云计算技术:大量企业采用的是竖井化 ＩＴ 架

构ꎬ孤岛现象较为严重ꎬＩＴ 系统资源无法跨系统共

制造信息系统包括企业管理计划( ＥＲＰ ) 及产品全
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ＰＬＭ) ꎬ从管理层上包括制造执

行系统( ＭＥＳ) 和工厂的工程组态软件ꎬ从而达到产

品在全寿命周期内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协调统

享ꎬ资源利用率低ꎬ工业云平台打破各部门之间的数

一ꎮ 智能制造信息系统以精益管理为核心ꎬ根据用

据壁垒ꎬ让数据真正流动起来ꎬ发现数据之间的内在

户需求定义企业价值ꎬ提高系统柔性和可靠性ꎬ降低

关联ꎬ帮助企业做出最正确的决策ꎬ生产出最合理、

库存及沟通管理成本ꎬ实现智能制造企业管理理念

最贴近于消费市场的产品ꎮ 智能工业云平台作为一

和管理模式的转型发展ꎮ

种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平台ꎬ工业云构建了网络化

４

Ｆｉｇ.２

图２

智能制造工厂架构与应用场景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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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业 ４.０ 布局与发展

实质性的作用ꎮ 汇集各研究机构成果及用户案例解

德国工业 ４. ０ 战 略ꎬ 其 本 质 是 以 机 械 化、 自 动

为企业开展测试ꎬ提供相关技术和资金支持ꎻ并开展

化、信息化为基础ꎬ建立智能化的新型生产模式和产
业结构

[１４]

ꎮ 主要以建设 １ 个网络核心ꎬ研究 ２ 大主

决方案的在线图书馆成为知识信息传播节点ꎻ平台
国际合作ꎬ为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便利ꎮ
随着产业融合发展ꎬ以更低成本ꎬ更快速度满足

题ꎬ实现 ３ 大集成ꎬ采取 ８ 项优先行动计划举措构

小批量个性化的需求成为智能化工厂建设的目标ꎮ

推进智能工厂和智能生产ꎻ三大集成包括企业内部

倡导以持续精益生产为基础ꎬ通过企业、高校及科研

成ꎮ １ 个网络核心即建设信息物理系统ꎻ２ 大主题指

在这一方面ꎬ德国工业 ４.０ 平台走在世界前列ꎮ 其

纵向集成ꎬ企业之间横向集成以及端对端数字化工

院所合作研究智能工厂架构ꎬ应用智能自动化、数据

程ꎻ８ 项行动包括技术标准化、建立模型管理复杂系

挖掘等高新技术建立基于价值链分析的智能生产组

统、提高资源效率、建设高速宽带设施、数据安全保

装线ꎮ 其中精益理念的核心是了解客户价值ꎬ与其

障机制、健全规章制度、创新工作组织和设计方法及

形成共同目标ꎬ使设计、生产、售后进行跨功能的协

注重培训和持续职业发展ꎮ 德国工业 ４.０ 的实质是

作ꎬ在设计初期就进行多种方案的分析选择ꎬ基于问

通过顶层设计整合技术手段ꎬ实现工业生产效率最

题市场选取最终方案ꎬ避免传统理念中频繁的设计

大化的工业发展战略ꎮ

修改造成资源浪费ꎬ从而满足客户个性化的定制需

２.１

求ꎮ 以博世集团洪堡工厂及宝马柏林智能化加工车

德国工业 ４.０ 的战略措施

德国工业 ４.０ 将传统工业与信息化进行深度融

合ꎬ将不同行业进行跨界合作ꎬ将创新科技与产业相

结合ꎬ实现经济产业红海与蓝海的对接ꎮ 工业 ４.０ 平

台被列入德国 ２０２０ 年十大项目之一ꎬ并组建相应的
协同创新体系ꎮ 在此基础上ꎬ德国政界、学术界、产业
界共 １４ 家企业组成协同创新联盟ꎬ推动相关标准的
制定ꎬ其中 ７ 个领域推出标准化架构ꎮ 德国工业 ４.０

间为例ꎬ其均采用立体车间布置ꎬ工位制节拍化流水
线作业ꎬ展现强大的柔性工装能力及人 － 机 － 物有效

配合ꎬ从而生产线人性化设置ꎬ零部件品质控制完
善ꎬ装配成品率极高ꎬ实现个性化定制的精益生产ꎮ
这种改造升级的成效是显著的ꎬ产品质量持续改善ꎬ
生产和交付效率明显提高ꎬ客户认可度不断提升ꎬ市
场空间也更为广阔ꎮ

落实过程中ꎬ通过区域产业集群发展计划ꎬ围绕国际

此外ꎬ德国有各类标准化协会及行业协会ꎬ他们

化大企业在高端领域和环节形成群体性优势ꎬ也十分

负责标准化制度的制定、执行与监管ꎬ是德国质量最

重视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ꎬ明确要求每个产业集群

重要的保障和体系核心ꎮ 高科技产业带带动产业集

必须有中小企业加入ꎬ使中小企业在集群中获得培训
和研究合作的机会ꎬ打破行业间的壁垒ꎮ
２.２

德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布局

聚促发展ꎮ 目前德国已经有 １００ 个创业产业园区ꎬ
政府大力扶持并引导投资以鼓励德国科技创新ꎮ 例

如巴伐利亚地区是以 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 创新研究所为中心

对于工业 ４.０ 的核心技术人工智能产业ꎬ以德

的高科技产业带ꎮ 自 ２０１６ 年年初以来ꎬ通过德国工

类全技术研究包括大数据分析、知识管理、画面处理

美国正不断加强合作ꎮ 统一适用的技术和标准使全

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为核心ꎬ从基础到分析到应用

和理解以及人机交互、机器人等核心关键技术ꎬ以萨
尔布吕肯、柏林、不莱梅等 ５ 个城市为空间载体ꎬ建

成组织结构明确ꎬ层次多元的 ＡＩ 研究大脑ꎮ 另外德

国还有许多研究垂直细分领域的人工智能研究机
构ꎬ关注前沿核心技术ꎬ形成点状研究机构ꎬ引领研
究水平ꎬ如弗劳恩霍夫协会等ꎮ 为打破传统研究模
式ꎬ使研究得以落地ꎬ德国打造新的人工智能片区ꎬ
建成赛博谷区域与柏林“ 创意工厂” ꎬ构建相互联动

业 ４.０ 平台与工业互联网联盟的对接等方式ꎬ德国、
世界的产品、机械、工业企业和人才互相连通ꎮ

３

我国煤机装备生产现状与机遇
我国能源结构决定了煤炭仍将是我国未来几十

年主体能源ꎮ 目前ꎬ我国煤炭先进产能已达 ３０ 亿 ｔ

以上ꎬ煤矿采煤综合机械化程度已达 ７６％ [１５] ꎮ 作为

煤炭生产消费大国ꎬ我国煤机装备行业市场发展态
势与潜力巨大ꎮ 我国液压支架、采煤机、刮板输送机

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ꎬ将大型企业、学校、研究机构、

产品型号齐全ꎬ整机性能及总体参数已达国际先进

初创企业建立网络ꎬ从而完善技术核心能力和管理

水平ꎮ

能力ꎬ完成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ꎮ
２.３

德国工业 ４.０ 的现状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ꎬ德国工业 ４.０ 平台已发挥

虽然我国煤机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ꎬ但是主要
产品集中于中低端市场ꎬ高端产品产能仍不足ꎮ 主

要体现在以下 ６ 个方面:①产品设计理念和创新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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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完善ꎬ基础研究薄弱ꎻ② 生产制造工艺存在短

４.１

板ꎬ高 端 加 工 制 造 能 力 欠 缺ꎬ 产 品 质 量 参 差 不 齐ꎻ

高端成套装备自动焊接关键技术
煤机装备主要由大型结构件构成ꎬ其生产工艺

③缺乏系统完善的工业设计ꎬ没有实现外观与质量

多为格子间结构焊接ꎬ焊缝极多ꎬ工艺复杂ꎬ焊接质

的统一ꎻ④产品生产加工集中化规模化程度低ꎬ生产

量要求高ꎮ 由于结构的特殊性和焊接工艺的复杂

管理理念陈旧ꎻ⑤智能制造工艺、工装和人才队伍缺

性ꎬ目前以手工焊接为主ꎬ工人劳动强度大ꎬ无法保

乏ꎻ⑥市场秩序不健全ꎬ不合理的市场竞争招标规

证焊接工作的稳定性和焊接质量的一致性ꎬ生产效

则ꎬ造成价格混战ꎬ质量水平下滑ꎮ 因此我国煤机装

率也无法进一步提高ꎮ

备制造业行业水平整体而言大而不强ꎬ虽部分高端

传统机器人自动焊接应用于煤机装备生产存

煤机装备水平已达国际领先水平ꎬ但煤机装备核心

在着工艺不适应、工件尺寸一致性差、空间焊达率

竞争力欠缺ꎬ打造中国煤机国际品牌仍任重道远ꎮ

低、智能传感 技 术 和 物 流 输 送 技 术 等 极 度 匮 乏 等

煤机装备制造的典型特点是根据开采条件进行

难题ꎮ 为解 决 上 述 问 题ꎬ部 分 大 型 煤 机 企 业 突 破

定制化设计与制造ꎬ其个性化多门类小批量高质量

厚板多层多道智能焊接工艺、激光跟踪传感技术、

高可靠性的要求一直制约了煤机装备企业的生产规

格子间焊接变形自适应和大型复杂结构件焊接机

模与集中化程度ꎮ 而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理念是以数

械臂空间避 障 运 动 轨 迹 限 制ꎬ实 现 了 成 套 装 备 的

据为核心ꎬ实现物物相连ꎬ将资源、信息、设备以及人

自动化焊接ꎬ建成了煤机装备制造示范车间 [ １８－１９] ꎮ

紧密联系在一起ꎬ升级产品核心竞争力及科技附加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高端液压支架智能焊接车间

值ꎬ从而满足客户个性化的定制需求ꎮ 其理念与煤

项目与大型 刮 板 输 送 机 中 部 槽 智 能 焊 接 生 产 线ꎮ

机装备制造特点相贴合ꎬ因而加强智能制造能力建

高端液压支架智能焊接车间机器人焊接工艺流程

设成为提升煤机装备行业产品品质、可靠性和核心
竞争力的有力手段ꎮ

如图 ３ 所示ꎮ

随着“ 双智” 时代的到来ꎬ越来越多的煤矿用户
已经认识到并接受了智能制造是获得高质量高可靠
高端产品的有效手段ꎬ并将产品的先进制造能力列
为采购产品的重要参考要素ꎬ智能化的产品需要智
能化的制造手段作为保障ꎬ对此智能制造已成为用
户广泛而强烈的需求ꎮ 随着我国煤炭工业的快速发
展和大型能源基地的建设ꎬ现代化矿井采煤装备大

型化、自动化发展趋势明显ꎬ年产 １ ０００ 万 ｔ 以上的
大型高端智能化综采装备需求量越来越大ꎬ高端煤
机装备市场潜力巨大ꎮ 中国煤机装备智能制造产业
在政策扶持、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多重利好有力推
动下ꎬ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ꎮ

４

煤机装备智能制造技术发展
我国新一代智能制造产业自“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发布以来ꎬ保持较高增速ꎮ ２０１７ 年智能制造装备产

业规模总值已达 １２ ７４５.６ 亿元ꎬ已破万亿大关ꎮ 作
为亚洲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力量ꎬ我国政府方面加强

智能制造顶层设计ꎬ开展示范和标准体系建设ꎻ企业
方面加快数字化转型ꎬ提升系统解决方案能力ꎮ 我

图３

Ｆｉｇ.３

４.２

高端液压支架智能焊接车间机器人焊接工艺流程
Ｒｏｂｏｔ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ｗｅｌｄ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适应煤机生产节拍柔性数字化车间
煤机装备需根据开采煤层要求设计基本结构进

行生产ꎬ因此煤机装备生产是以订单为主导的生产
模式ꎬ批量小ꎬ且涉及环节多ꎬ其生产要求制造离散
化ꎬ工艺柔性化ꎮ 针对煤机装备生产工艺ꎬ部分企业
集成开发相关柔性制造系统ꎬ如“ 电液控阀芯柔性
自动装配生产线” 等ꎮ 另外ꎬ在构建车间智能物流

国 智 能 制 造 取 得 显 著 成 效ꎬ 已 进 入 高 速 成 长

系统的基础上ꎬ应用分布式数控系统连接底层若干

智能制造示范项目攻关核心技术ꎬ带动行业发展ꎬ进

工车间的一体化制造执行系统ꎬ实现整个车间的统

期 [１６－１７] ꎮ 我国煤机装备制造企业也开始逐步开展

组柔性制造系统和单机数控设备ꎬ构建了数字化加

行企业升级转型ꎮ

一管理和数字化生产ꎬ从而提高生产质量与生产效

６

率 [１９] ꎮ 高端煤机装备制造示范车间组成及信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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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如图 ４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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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各项指标很不均衡ꎬ从技术、人才、资金乃至智
能化应用水平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ꎮ 我国智能制造
痛点明显ꎬ以核心技术欠缺ꎬ产品化能力薄弱ꎬ人才
梯队建设体制不健全ꎬ商业化产业基金支持缺乏等
多个方面ꎮ
作为煤机装备制造企业ꎬ其制造标准体系还不
够健全ꎬ制造企业的基础管理水平较为薄弱ꎬ数字化
集成度差ꎬ数据缺乏可靠性ꎬ因此煤机装备制造企业
普遍智能化基础薄弱ꎬ对于智能制造推进缺乏整体

Ｆｉｇ ４

图４

高端煤机装备制造示范车间组成及信息传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４.３

关键智能制造技术

布局ꎬ对智能制造的认知存在问题与误区ꎮ 因此我
国煤机制造企业ꎬ应结合自身产品与生存工艺ꎬ做好
需求分析与整体规划ꎬ稳妥推进智能制造ꎬ才能取得
实效ꎮ
５.２

煤机装备智能制造推进关键任务

针对煤机装备的特殊应用环境ꎬ对其关键部件

智能制造作为企业升级改造的技术手段ꎬ其目

结构设计及制造重点研发突破ꎬ形成煤机装备核心

标是提升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和质量ꎻ对于企业进行

制造技术ꎮ 如创新提出了液压支架与围岩的强度耦

智能制造改造的本质是进行运营模式的改变ꎬ而非

合、刚度耦合、稳定性耦合原理及评价模型ꎻ发明大

简单的自动化改造ꎻ智能制造也非所说的“ 无人工

缸径能量耗散抗冲击立柱、三级协动护帮装置等新
结构ꎻ提出大功率采煤机截齿齿体锥形面激光强化

工艺和新的行走轮热处理工艺ꎻ研究 Ｑ８９０ 以上高

强度材料焊接工艺 [２０－２１] ꎻ突破立柱激光熔覆、修复
热 处 理、 再 制 造 毛 坯 快 速 成 型 等 再 制 造 关 键 技

厂” ꎬ而是在精益生产思想的指导下ꎬ应用高效率的
生产工装ꎬ实现多品种小批量高效生产新模式ꎮ 针
对煤机装备智能制造ꎬ其推进的核心和关键任务ꎬ笔
者认为包括以下 ５ 个方面ꎮ

１) 产品与数据的标准化模块化ꎮ 针对煤机装

术 [２１] ꎮ 在上述智能制造技术突破的基础上ꎬ煤机装

备产品多品种、小批量特点ꎬ实施产品系列化、标准

示范如图 ５ 所示ꎮ

通用化设计水平ꎬ强化智能制造理念ꎬ做好研发设计

备智能制造产业初见成效ꎮ 高端煤机装备智能制造

化和模块化活动ꎬ提升产品零部件标准化、功能模块
与生产工艺的融合ꎬ完善一体化体系ꎬ实现从研发设
计、工艺、制造等环节的整体协同ꎮ

２) 建设智能制造系统和工艺创新ꎮ 煤机装备

定制个性化ꎬ制造离散化ꎬ工艺柔性化的特点以及煤
机装备结构自身的特殊要求ꎬ致使现有先进智能制
造技术难以与煤机装备进行对接ꎮ 企业推进智能化
生产线、智能制造车间和智能工厂的关键是推进先
进制造工艺创新ꎮ 建立适应于专机和流水线生产的
工艺标准ꎬ实现工艺技术数字化ꎬ弥补工艺短板ꎬ才
能满足智能制造发展要求ꎮ

３) 建设智能制造信息化系统和基础网络活动ꎮ

加强基础网络建设ꎬ统一生产体系信息化标准ꎬ建立
Ｆｉｇ.５

５
５.１

图５

高端煤机装备智能制造示范

完整统一的智能制造信息化系统ꎬ实现人、机、资源、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环境的数据共享ꎬ推动工业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平台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煤机装备智能制造推进策略
我国企业智能制造推进现状
目前我国智能制造虽取得了一些成果ꎬ但其发

建设ꎬ为煤机智能制造推进提供网络基础保障ꎮ

４) 推进管理精益化及服务产业化ꎮ 全面推进

研发设计、生产、质量、供应物流等全价值链的精益
管理ꎬ开展标准化作业ꎬ构建工位制节拍化流水线的
生产模式ꎬ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核心管理理念ꎻ互联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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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时代ꎬ用户需求日趋多样化定制化ꎬ单一产品已经

不够均衡ꎬ从技术、人才、资金方面决定了其智能制

难以适应市场ꎬ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和专家服务成为

造水平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ꎮ 在国际趋势影响与国

产业蓝海ꎬ搭建企业产品智能服务平台ꎬ促进服务产

家战略指导下ꎬ我国煤机装备智能制造发展应实现

业化ꎬ成为市场发展趋势ꎮ

以创新为引领ꎬ抓住新一代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

５) 打造智能制造人才培养体系ꎮ 打造智能制

发展的机遇ꎬ因企制宜ꎬ不断推进产业改革ꎬ实现数

造人才培养体系聚焦在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高新技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ꎬ从而达到融合发展ꎬ实现煤

术人才及专业技术人才三大核心人才队伍体系建设

机装备制造业全方位的现代化转型升级ꎬ打造中国

上ꎮ 同时ꎬ加强制造业人才需求预测、人才评价和激

自己的高端煤机品牌ꎬ使我国进入制造强国行列ꎮ

励ꎬ以及人才流动和引进等工作机制的建设ꎮ 从而
形成从研发、转化、生产到管理的人才培养体系ꎮ
５.３

煤机装备企业智能制造策略路径
对于企业进行智能制造升级改造ꎬ应从多方位

的产业环节与自身的实际需求相结合ꎬ通过分析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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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法(１９６０—) ꎬ山东文登人ꎬ中国工程院院土ꎬ煤炭开采技术与装备专家ꎬ研究

员ꎬ博士生导师ꎮ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毕业于山东工学院( 现山东大学) 机械系ꎬ１９８５ 年东北工

学院( 现东北大学) 研究生毕业ꎮ 现任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ꎬ« 煤炭

科学技术» 杂志主编ꎬ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采设计事业部总工程师ꎮ 兼任中国煤
炭工业协会支护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采场支护专家组组长ꎬ中国煤炭工业
技术委员会委员ꎬ国家安全生产专家委员会成员ꎬ国家应急管理部煤矿智能化开采技
术创新中心技术委员会主任ꎮ
王国法院士是我国煤炭高效综采技术与装备体系的主要开拓者之一ꎬ煤矿智能化
的科技领军者ꎬ创新提出了液压支架与围岩“ 强度耦合ꎬ刚度耦合、稳定性耦合” 的“ 三耦合” 原理和设计方法ꎻ
创立了综采配套、液压支架和煤矿智能化系统的理论ꎬ设计方法和标准体系ꎻ主持设计研发了薄煤层自动化综
采、中厚煤层智能化综采、厚煤层大采高综采、大倾角综采、特厚煤层综放等系列首台( 套) 综采成套技术与装
备ꎻ推动了煤炭开采技术装备变革ꎬ为煤炭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ꎮ
王国法院士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中央企业劳动模范、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煤炭行业专业技术拔尖

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中央直接掌握联系的高级专家ꎮ 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１９９３ 年) ꎬ获全国
杰出工程师奖、孙越崎能源大奖ꎮ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１ 项ꎬ二等奖 ４ 项、三等奖 １ 项ꎬ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３０

余项ꎮ 出版专著 ６ 部ꎬ发表论文 １００ 余篇ꎬ以第一发明人发明专利 ２０ 余项ꎮ

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