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
智能化煤矿分类、分级评价指标体系
煤矿智能化标准体系框架与建设思路
煤矿智能化(初级阶段)研究与实践
综采工作面煤层装备联合虚拟仿真技术构想与实践
煤矿井下随钻测量定向钻进技术与装备现状及展望
智慧煤矿主体架构设计与系统平台建设关键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在煤矿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德国工业 4.0 与中国煤机装备智能制造的发展
智慧煤矿与智能化开采技术的发展方向
智能矿井安全生产大数据集成分析平台及其应用
基于 TOA 压缩感知的矿井分布式目标定位方法
松软突出煤层瓦斯抽采钻孔施工技术及发展趋势
我国煤层气钻井技术及装备现状与展望
煤矿井孔钻进技术及发展
2311m 顺煤层超长定向钻孔高效钻进技术
我国煤矿区钻进技术装备发展与应用
煤矿井下人员精确定位方法
智慧矿山建设架构体系及其关键技术
矿山工程信息物理系统研究及挑战
智能化无人开采系列关键技术之一——综采智能化工作面调斜控制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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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智慧矿山与机器人研究院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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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煤矿智能化是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技术支撑ꎮ 数字孪生面向煤炭工业互联互通及智

能化应用ꎬ发挥连接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桥梁与纽带作用ꎬ将在煤炭开采、视频监控、人机交互等方
面提供更加实时、智能、高效的服务ꎮ 面向智慧矿山技术需求ꎬ提出了基于数字孪生 ＋ ５Ｇ 的智慧矿山

建设新思路ꎬ将“ 数字孪生 ＋ ５Ｇ” 与 ＡＩ 技术相结合ꎬ为实现智慧矿山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ꎮ 首先从智

慧矿山建设进展及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入手ꎬ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当前智慧矿山研究和发展现状ꎬ通

过研究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融合应用ꎬ阐述了数字孪生的概念内涵ꎬ指出数字孪生是智慧矿山
发展的必然趋势并将为智慧矿山赋能ꎻ然后针对智慧矿山建设的难点和痛点问题ꎬ提出了基于“ 数字
孪生 ＋ ５Ｇ” 的智慧矿山体系架构理论ꎬ通过构建矿山数字孪生模型( ＭＤＴＭ) 实现物理矿山实体与数字

矿山孪生体之间的虚实映射与实时交互ꎮ 聚焦智慧矿山建设目标ꎬ以智慧矿山系统建设、优化和关键

技术为核心ꎬ基于矿山信息物理空间的数字孪生和深度学习方法ꎬ以实际矿井为原型设计了智能开采
的数字孪生一体化方案ꎬ构建了全域感知、边缘计算、数据驱动和辅助决策的智慧矿山平台ꎮ 最后针
对智慧矿山的数字孪生应用需求ꎬ提出并探讨了数字孪生赋能智慧矿山的关键技术问题ꎬ并指出了未
来需要实现的关键技术路径ꎮ 旨在通过对智慧矿山的数字孪生技术研究ꎬ为数字孪生模型构建、协同
控制与交互优化等提供思路ꎬ为未来智慧矿山建设与设计提供理论借鉴ꎮ

关键词:智慧矿山ꎻ数字孪生ꎻ数字孪生矿山ꎻ矿山 ５Ｇꎻ煤矿智能化ꎻ煤炭工业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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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ｉｎｅ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ｓｍａｒｔ ｍｉｎ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ｍａｒｔ ｍｉｎｅꎻ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ꎻ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ｍｉｎｅꎻ ｍｉｎｅ ５Ｇꎻ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ꎻｃｏ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引

据、智能并集成多学科的仿真技术 [１３－１５] ꎬ近年来在

言

当前ꎬ国际矿业形势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革命ꎬ
建立绿色、安全高效的现代化智慧矿山开发与利用

先进制造等领域引起广泛关注ꎮ 美国 ＧＥ 公司基于

数字孪生体ꎬ采用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实现对
发动机实时监控、故障诊断和健康预测 [１４－１５] ꎮ 德国

体系是未来发展方向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国家八部委联

西门子公司基于数字孪生思想构建了生产过程流程

快了智能化煤矿技术演进步伐ꎬ为煤矿智能化发展

部分析ꎬ实现了产品设计、制造过程的虚拟化和数字

合发布« 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ꎬ加
路线提供了基本技术遵循ꎮ 因此ꎬ必须加强现代化
智慧矿山的理论基础研究和煤炭开采技术根本性变
革ꎬ着力解决智慧矿山开采的国内外具有战略性前
沿性关键技术难题ꎮ

目前ꎬ我国已建成 ２００ 多个不同规模的井下智

能化开采工作面ꎬ煤炭产能约 ５ 亿 ｔꎬ形成了薄煤层、
中厚煤层、大采高工作面及综放工作面的智能高效
开采方式

[１]

ꎮ 近年来ꎬ我国在补连塔煤矿、金鸡滩

煤矿、上湾煤矿陆续建成世界首个 ７.０、８.２ 和 ８.８ ｍ

的系统模型ꎬ通过模拟仿真将生产过程所有环节全
化 [１６] ꎮ 与此同时ꎬ陶飞等 [１７] 提出了数字孪生车间

的实现模式ꎬ为智能制造领域信息物理系统( ＣＰＳ)

的实现提供了理论参考ꎮ 文献[ １８] 基于数字孪生

体概念ꎬ提出了数字孪生体的体系结构和技术路径ꎮ
文献[１９] 基于耦合优化控制思想ꎬ提出了数字孪生
多系统优化方法ꎮ 文献[ ２０] 针对智能化无人开采

的应用需求ꎬ提出了基于数字孪生的综采工作面生
产系统设计与运行模式ꎮ
综上所述ꎬ虽然数字孪生得到了工业界和学术

ꎬ这些智能化工作

界广泛的关注ꎬ并在智能制造等领域进行了初步研

面在单机智能化技术方面取得长足进步ꎬ但是一些

究和探索ꎬ但数字孪生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存在许

基础性的关键技术仍然比较薄弱ꎬ集群智能化程度

多不足ꎬ尤其缺乏系统的数字孪生理论、方法及技术

超大采高的智能化开采工作面

[２]

和远程智能监控技术还未及时跟上ꎬ无法实现工作
面生产过程智能监控、设备故障精确定位与健康状
况智能预测ꎮ

支撑ꎮ 笔者检索现有文献提示 [３－１２] ꎬ在数字孪生模

型构建、信息物理数据融合、协同控制与交互优化等
理论与技术研究方面鲜有文献报道ꎮ 鉴于此ꎬ数字

数字孪生作为人类解构、描述、认识物理世界的

孪生在智慧矿山场景应用落地亟需相应的理论指导

新一代信息技术ꎬ直接面向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中解

和关键技术支撑ꎮ

决先进制造、能源工业等任务需求ꎬ是当今计算机仿

１

真和图像处理领域中一个非常活跃的研究方向ꎬ已
经成为全球信息技术发展的新焦点ꎬ其成果直接应
用于航天航空、先进制造、能源开采、智慧城市、视频
监控、 人机交互等领域

[３－１２]

ꎮ ＧＡＲＴＮＥＲ 认为数字

１.１

数字孪生的基本概念内涵
数字孪生概述

２００３ 年ꎬ美国密歇根大学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ｒｉｅｖｅｓ 教授

提出了物理实体一致性虚拟数字化映射的概念 [１３] ꎬ

孪生将在未来 ５ 年将产生颠覆性创新ꎮ 可以预见ꎬ

２０１２ 年他又在其专著中专门描述了数字孪生体的

通信、云计算、大数据、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 ＡＩ)

作为一个集成多物理、多尺度的概率仿真模型ꎬ它基

新一轮信息技术革新ꎬ使智慧矿山与数字孪生、５Ｇ

等信息技术创新融合ꎬ将为煤矿智能化发展提供关
键技术支撑ꎬ将真正实现煤炭安全、绿色、高效和智

能化开采ꎬ也将为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智慧矿山建设
提供了新的思路ꎮ

数字孪生(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作为一种利用模型、数

概念模型ꎬ被认为是数字孪生的雏形ꎮ 数字孪生体

于当前物理模型、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等来表征物

理实体的 状 态 [１４] ꎮ 而 “ 孪 生 体” 概 念 最 早 追 溯 到
ＮＡＳＡ 的阿波罗研究项目 [１５－１６] ꎬ 其主 要 特 征 在 于:
①虚拟数字化ꎬ建立与物理实体在几何、结构和功能

相同的虚拟数字孪生体ꎻ②虚实融合ꎬ直观地反映虚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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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融合和以虚控实的特征ꎻ③虚实交互ꎬ建立物理空

和新模式ꎬ将推动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和

间和信息空间的关联ꎬ实现数据、信息交互ꎮ 因此从

发展ꎮ 可以预见ꎬ数字孪生在未来智能制造、智慧矿

实现功能角度讲ꎬ数字孪生是数字孪生体建模的技

山等工业领域将发挥重要的技术引领作用ꎬ并逐渐

术、过程和方法ꎬ而数字孪生体则是实现数字孪生的

向拟实化、融合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ꎮ

对象、模型和数据
１.２

[１５]

ꎮ

数字孪生的内涵

１) 拟实化ꎮ 数字孪生体是物理实体在虚拟空

间的真实反映ꎬ通过拟实化程度( 保真度) 表征所仿

数字孪生通过在物理实体和数字孪生体之间全

真的数字孪生体逼真程度ꎮ 模型和数据是评价数字

面建立精确映射的孪生关系ꎬ进而对操作对象全生

孪生保真度的关键ꎮ 利用数字孪生模型和孪生数据

命周期的状态、过程及变化进行建模、仿真、分析和

精确表征、映射真实场景的工况状态、作业进程和系

预测ꎬ实现对物理实体 １ ∶ １ 的忠实映射或复制ꎮ 目

统性能ꎬ通过虚拟场景智能监测与监控实现系统的

前ꎬ其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ꎬ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缺

高仿真功能和性能ꎬ从而解决采用传统方法预测系

乏系统性ꎮ 根据数字孪生模型的演化进程ꎬ其内涵

统健康状况所存在的时序和几何尺度等问题ꎮ

包括:①通过对物理实体几何、结构的多尺度、概率

２) 融合化ꎮ 数字孪生与物联网、边缘计算、大

仿真模型描述ꎬ实现对象孪生ꎮ ②通过对目标物理

数据、ＡＩ、虚拟现实( ＶＲ) 和增强现实( ＡＲ) 等技术

③通过历史数据和当前数据融合、训练、分析和优化

的使能技术ꎬ将通过多源数据与神经网络和机器学

实体进 行 精 准、 全 面、 动 态 映 射ꎬ 实 现 状 态 孪 生ꎮ
获取变化规律ꎬ实现学习孪生ꎮ ④通过实时数据接

入与人工智能的控制决策ꎬ实现自主孪生ꎮ

此外ꎬ数字孪生还具有可计算性、多学科性和超
写实性ꎬ以及虚拟性和集成性ꎮ
１.３

融合是未来的发展趋势ꎬ数字孪生作为数字孪生体
习等 ＡＩ 技术融合ꎬ实现数字孪生体模型和关键数据
的忠实 映 射、 交 互 反 馈 与 协 同 控 制ꎮ 数 字 孪 生 与

ＶＲ / ＡＲ 等融合将是智慧矿山建模与虚拟现实技术
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ꎮ

３) 专业化ꎮ 结构光 / 激光扫描、 ＣＡｘ 等专业化

数字孪生的应用领域
近年来ꎬ数字孪生在先进制造、智能控制、智能

的建模与仿真技术及工具将广泛应用ꎬ采用建模和

生产等领域已引起学者广泛关注ꎬ并在理论研究和

仿真技术实现对全要素、全业务流程的描述、执行、

实际应用方面取得快速发展ꎬ其原因主要在于:

控制和决策ꎮ 数字孪生技术将通过与物联网、大数

模等模型的数字化表达技术得到广泛应用ꎬ使得在

专业化融合ꎬ利用深度学习、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等

１) 以 ＣＡｘ( ＣＡＤ、ＣＡＥ、ＣＡＭ 等) 和基于物理建

据、云计算和 ５Ｇ 通信等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

产品全生命周期各阶段采用数字化方式精确描述物

算法ꎬ实现对生产过程的精细化管控、精准化监控与

理产品成为可能ꎬ其在虚拟空间为数字孪生产品仿

智能优化ꎮ

４) 智能化ꎮ 数字孪生作为仿真建模新模式ꎬ通

真设计及应用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ꎮ

２) 高性能计算和边缘计算等计算机技术的快

过生产对象孪生与特征融合ꎬ实现模型的集成和决

不断涌现ꎬ使动态数据的实时采集、存储和预测成为

提升模型重构能力ꎮ 数字孪生通过物理实体的历史

速发展ꎬ以及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智能优化算法的

策支持ꎬ并利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边缘计算和 ＡＩ

可能ꎬ为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的实时关联与互动提

数据与当前传感数据的多源融合、训练学习和迭代

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ꎮ

优化ꎬ实现数字体的学习孪生ꎬ并将利用多源数据的

文献研究提示ꎬＣＰＳ、数字孪生技术已广泛应用
于智能制造与生产系统ꎬ在数字孪生车间、产品数字
孪生体和数字孪生健康预测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

究成果 [２１－２５] ꎮ 随着工业互联网、边缘计算、大数据

融合与人工智能的决策ꎬ最终实现自主孪生智能化ꎮ

２

数字孪生对智慧矿山赋能
目前ꎬＶＲ / ＡＲ 技术在矿山虚拟现实可视化领域

和 ５Ｇ 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兴起与应用ꎬ数字

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 [２０ꎬ２６－２７] ꎬ但其三维重

利用、 矿山无人化智能开采和智能监控ꎬ 以及 “ 三

对复杂条件下矿山综采工作面进行数据孪生、智能

孪生技术将面向国家战略ꎬ未来在智慧矿山开发与

构和数据驱动能力较弱ꎬ尚未形成质的飞跃ꎬ还不能

深” 采矿及其高端装备的远程故障诊断与健康预测

控制、实时反馈和交互映射ꎬ实现装备的智能协同与

应用等方面具有应用潜力ꎮ

实时监控ꎮ 随着煤炭智能开采与虚拟现实技术进入

１.４

深度融合阶段ꎬ基于数字孪生的无人化精准开采、透

１７０

数字孪生的发展趋势
数字孪生在智能制造中逐渐孕育出大量新技术

明开采和流态化开采 [２５] ꎬ以及全方位、全时空、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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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等:智慧矿山数字孪生技术研究综述

化监控研究已逐渐迈向前台 [３－４ꎬ２８] ꎮ 数字孪生技术

场景的对象孪生、过程孪生和性能孪生ꎬ实现三维可

将促进煤 矿 智 能 化 技 术 发 展ꎬ 将 为 智 慧 矿 山 技 术

视化智能运维ꎮ 利用矿山运维数据的多源融合、深

赋能ꎮ

度学习、迭代优化和自主决策ꎬ实现矿山运维服务全

２.１

生命周期的智能化ꎬ以及矿山安全、应急处置、绿色

矿山建设的数字孪生
推进矿山建设与管理数字化、智能化内涵式发

展ꎮ 通过研究煤矿精准探测与数字矿山精确建模技
术ꎬ构建矿山可视化物理模型、可验证的仿真模型、

开采的智慧化管控ꎮ

３

矿山数字孪生模型架构

可表示的逻辑模型、可计算的数据模型ꎬ实现物理矿

要实现智慧矿山建设ꎬ构建全息感知、多源融

山实体与数字矿山孪生体之间的虚实映射、实时交

合、 流 程 控 制 和 数 据 交 互 的 数 字 孪 生 矿 山 模 型

互ꎮ 建立基于数字孪生与 ５Ｇ 通信技术融合的数字
孪生矿山空间信息平台和公共信息平台ꎬ充分利用

５Ｇ 通信网关技术、边缘计算、高带宽和低延时等优
势ꎬ为矿山数字孪生综采、综掘工作面智能化开采提
供大规模边缘计算和高速传输
２.２

矿山开采的数字孪生

[３－４ꎬ２８]

ꎮ

( Ｍｉｎ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ꎬＭＤＴＭ) 是核心ꎬ而如何
构建矿山物理 －虚拟时空孪生数据平台和基于数字
孪生的智慧矿山一体化方案是关键因素ꎬ同时也是
难点和痛点ꎮ
面向智慧矿山建设共性需求ꎬ提出面向矿山场

促进现代矿山开发技术与数字孪生、物联网、云

景的 ＭＤＴＭ 模型构建方法 [２９－３０] ꎬ有望在选定的煤矿
进行综放开采工作面数字孪生监测平台应用示范ꎮ

计算、大数据和 ＡＩ 等新型信息技术融合ꎬ形成感知

３.１

现物理矿山实体与数字矿山孪生体之间的虚实映

征ꎬ据此建立 ＭＤＴＭ 虚拟模型ꎬ进而构建实现虚拟

分析、交互反馈、智能控制、智能决策的智能系统ꎬ实

ＭＤＴＭ 基本体系架构

针对物理工作面应用对象及矿山物理实体特

射、实时交互ꎬ以及矿山无人化开采全息感知、全过

空间与物理空间之间的虚实信息交互与数据同步映

程智能化运行、拟人化作业与虚拟场景展现ꎮ 针对

射ꎬ并对矿山孪生数据进行汇聚、融合、分析ꎬ最终通

矿井开采工作面数字孪生模型演化的时空特性和重

过人机交互接口为用户提供应用服务ꎮ 为了推动矿

构复杂性ꎬ通过构建矿山开采工作面物理实体的数
字孪生模型ꎬ精确表征数字孪生模型的时空演化特
性与映射重构性能ꎬ实现矿山开采工作面生产过程
远程智能监测、设备性能实时监控和生产场景三维
可视 化ꎬ 提 升 煤 炭 安 全、 绿 色、 高 效 和 智 能 化 开 采
水平ꎮ
２.３

山智能化技术应用落地ꎬ必须建立 ＭＤＴＭ 的基本体

系架构ꎮ ＭＤＴＭ 基本体系架构由 ５ 层结构构成ꎬ自

下而上分别是矿山全要素物理实体、矿山信息物理
融合、矿山数字孪生模型、矿山孪生数据交互、矿山
应用智能服务ꎮ ＭＤＴＭ 基本体系架构( 图 １) 各部分

功能具体描述如下ꎮ

矿山监控的数字孪生
推进矿山监控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ꎮ 为克服

目前矿山监控视频数据分离、系统承载受限、可视化
效果欠佳等不足ꎬ建立基于数字孪生的智能监控系

１) 矿山全要素物理实体位于 ＭＤＴＭ 体系结构

的最基础层ꎬ它为 ＭＤＴＭ 体系结构各层提供系统资
源和物理支撑ꎬ不论是全要素 ＣＰＳ [１５ꎬ２４] 资源的交互

融合ꎬ还是多维虚拟模型的仿真模拟、逻辑模型的验

统ꎬ通过数字孪生对生产场景实时监控和虚拟映射ꎬ

证和数据模型的计算ꎬ均建立在矿山全要素物理实

利用三维可视化平台获取井下综采工作面实时运行

体基础之上ꎮ

数据和精确信息ꎬ对瓦斯超限、突水前兆、顶板来压
等事故进行预警ꎮ 通过数字孪生、数据融合、深度学
习与迭代优化ꎬ实现矿山综采工作面的远程可视化
实时监控ꎬ提升智能监控系统的监控精度
２.４

矿山运维的数字孪生

[１９－２０]

ꎮ

建立数字矿山全息感知、业务协同控制、运维数

２) 矿山信息物理融合层是 ＭＤＴＭ 的载体ꎬＣＰＳ

在 ＭＤＴＭ 体系结构中起桥梁纽带作用ꎬ通过构筑信
息空间与物理空间数据交互的闭环通道ꎬ实现虚拟孪
生体与物理实体之间的交互映射和同步反馈ꎮ ＣＰＳ

贯穿于智慧矿山全生命周期各阶段ꎬ为矿山物理要素
的智能感知与互联、数字孪生模型构建、孪生数据融

字孪生的智慧化服务体系ꎮ 基于数字孪生、物联网、

合交互与智能服务提供信息基础和数据支撑ꎮ

矿山服务模式ꎬ实现矿山智能开采、智能选矿、智能

实现智慧矿山规划设计、生产管理、运行维护和故障

煤流、智能安监和智能运维ꎮ 通过矿山物联网和大

预测等各种功能最核心的组件ꎬ由物理模型、仿真模

数据平台ꎬ基于数字孪生实现矿山物理实体在虚拟

型、逻辑模型和数据模型相互耦合和演化集成ꎬ在矿

大数据和 ＡＩ 等技术ꎬ以及数据可视化 ＡＰＰ 等智慧

３) 矿山数字孪生模型层是 ＭＤＴＭ 的引擎ꎬ它是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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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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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孪生和性能孪生 [２９－３０] ꎮ

ＭＤＴＭ 基本体系架构

Ｂａｓｉｃ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ＤＴＭ

４) 矿 山 孪 生 数 据 交 互 层 通 过 数 据 驱 动 实 现

设施 ＢＩＭ 数据和矿山物联网感知数据等ꎬ结合矿山

理实体、虚拟模型和虚拟孪生体应用服务ꎬ它将物理

三维地质模型ꎬ对多源异构数据融合与集成ꎬ形成基

ＭＤＴＭ 信息交互与同步反馈ꎬ矿山孪生数据源于物

实体、数字孪生模型和数字孪生体连接为一个有机
的整体ꎬ使得信息与数据在各部分间相互耦合与交
互反馈ꎬ实现双向通信与服务交互ꎮ

５) 矿 山 智 能 应 用 服 务 层 通 过 人 机 接 口 提 取

ＭＤＴＭ 实 时 传 感 数 据ꎬ 利 用 矿 山 ５Ｇ 网 关 实 现

水文、矿压、环境等监测系统的实时监测数据及动态
于统一标准和规范的 ＭＤＴＭ 数据字典ꎬ为构建可视

化物理模型、可控制逻辑模型和可计算数据模型提
供数据基础ꎬ为智慧矿山的规划、建设、管理提供基
础平台支撑 [１９ꎬ２９] ꎮ

基于 ＭＤＴＭ 的智慧矿山数字孪生平台ꎬ将为智

ＭＤＴＭ 的高带宽、低时延数据传输ꎬ多源异构数据融

慧矿山建设、管理和运维的全要素、全过程、全生命

理综采工作面与虚拟数字孪生工作面的实时交互与

水平ꎬ真正实现智慧矿山 “ 一张图工程” [２０] ꎮ 基于

合后通过 ＯＰＣ ＵＡ、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等通信接口ꎬ实现物
同步反馈

[１９]

ꎻ通过 ＶＲ / ＡＲ / ＭＲ 人机接口和智能监

控终端ꎬ实现对综放工作面数字孪生虚拟操作与智
能远程监控ꎮ
３.２

构建矿山物理 －信息空间孪生数据平台
构建标准 化 矿 山 物 理 － 虚 拟 时 空 孪 生 数 据 平

台ꎬ是数字孪生矿山的信息化基石ꎮ ＧＢ / Ｔ ３４６７９—
２０１７« 智慧矿山信息系统基础设施通用技术规范»

为智慧矿山建设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和规范ꎮ 依托矿
山 ３Ｄ －ＧＩＳ、ＢＩＭ、ＡＩ 等技术ꎬ建立矿山 ３Ｄ － ＧＩＳ 规划
数据、地质构造 ＢＩＭ 数据、围岩巷道 ＢＩＭ 数据、矿山
１７２

周期赋能ꎬ全面提升矿山规划、建设、管理的智能化
矿山三维地质模型和高精度建模和多源数据融合及
迭代优化算法ꎬ通过数字孪生为智慧矿山设计、建设

和管理等赋能 [１９－２０ꎬ２６] ꎮ 目前ꎬ智慧矿山已从概念逐

渐向成果落地迈进ꎬ陕煤张家峁煤矿全面智能化升
级、巴拉素煤矿智能化矿井建设顶层设计ꎬ以及在陕
煤黄陵一矿数字矿山落地实践等ꎬ对我国煤矿智能
化建设具有创新示范效应ꎬ为智慧矿山一体化方案
设计提供借鉴ꎮ

３.３

构建数字孪生的智能开采一体化方案
基于笔者在综采( 掘) 工作面数字孪生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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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础 [２９－３０] ꎬ以中煤能源王家岭煤矿综放开采工

物理模型ꎬ利用 Ｕｎｉｔｙ３ｄ 对物理模型配置相关开采

目标ꎬ在综放工作面数字孪生模型构建、数据融合与

觉与三维成像算法ꎬ通过矿井物理工作面各设备对

实时交互、数字孪生智能监控等方面ꎬ构建基于数字
孪生 ＋ ５Ｇ 的智慧矿山一体化方案ꎬ并通过数字孪生

象、作业过程和运行性能等数据融合、迭代优化ꎬ重

设计、综放生产系统的虚拟仿真与优化和综放工作

时交互ꎬ实现智能开采工作面 ＭＤＴＭ 全过程、全要

作面为工程技术应用案例ꎬ重点围绕智慧矿山建设

综放开采设计原型系统ꎬ实现了综放装备的数字化
面数字孪生与智能监控等功能ꎬ如图 ２ 所示ꎮ

１) 物 理 空 间 综 采 工 作 面 数 字 孪 生 模 型 构 建ꎮ

工艺参数ꎬ并进行虚拟设备仿真 [２８ꎬ３０] ꎮ 基于机器视

构虚拟矿井工作面数字孪生体ꎻ通过对历史数据和
实时更新数据的数据融合、深度学习、智能分析和实
素仿真与精确表征ꎬ实现虚实融合、同步映射和可视
化智能监控ꎮ

通过激光或结构光扫描等建模工具建立综采工作面

Ｆｉｇ.２

图２

基于数字孪生的智慧矿山一体化方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ｍｉｎ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２) 信息空间 数 字 孪 生 综 放 工 作 面 仿 真 优 化ꎮ

各变 量、 实 时 传 感 数 据ꎬ 经 多 源 数 据 融 合 后 通 过

系ꎬ将 ＭＤＴＭ 模型导入到 Ｕｎｉｔｙ３ｄ 软件中ꎬ利用采放

采工作面与信息空间数字孪生工作面的实时交互与

煤机牵引速度、刮板输送机负载和液压支架跟机和

对综放工作面实时运行状况进行数字孪生虚拟操作

根据综放工作面装备的实际布局规则、设备关联关
参数模型和实时运行数据进行虚拟仿真ꎬ并根据采
放煤工艺等关键参数和跟机、支护、避让、调高和推

进数据ꎬ结合流量、块度及矸石含量等煤流信息ꎬ以
及工作面的现场环境数据ꎬ利用多源数据融合和深

ＯＰＣ ＵＡ、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 等通信接口ꎬ实现物理空间综

同步反馈ꎻ通过 ＶＲ / ＡＲ 人机接口和监控终端ꎬ实现
与远程实时监控 [２９－３０] ꎮ

４

基于上述数字孪生驱动的 ＤＴＭ 基本应用架构ꎬ

度学习ꎬ进一步对虚拟仿真结果性能参数、工艺参数
等调优ꎬ进而对前期仿真模型进行同步反馈与设计
优化ꎬ实现对智慧矿山 ＭＤＴＭ 优化

[２６－２７]

ꎮ

３) 数据驱动的综采工作面数字孪生智能监控ꎮ

数字孪生矿山关键技术

进一步尝试探索数字孪生赋能智慧矿山应用及其需
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ꎬ以期为进一步开展矿山数
字孪生技术和工程应用研究提供参考ꎮ

建立综采工作面数字孪生智能监控系统ꎬ通过 ５Ｇ

４.１

设备多源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传输到云存储平台及

“ 信息物理融合” 的思想ꎬ通过建立数字孪生矿山场

智能网关边缘计算和高速通信网络ꎬ将综放工作面
ＶＲ / ＡＲ / ＭＲ 监控终端ꎮ 提取综放装备 ＭＤＴＭ 模型

数字孪生矿山模型构建
数字孪生驱动的矿山模型设计采用数字孪生

景、设备和作业流程等虚拟仿真模型ꎬ实现信息空间
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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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仿真模型与物理空间物理实体之间的映射反馈ꎬ

孪生和性能孪生ꎬ对综采装备数字孪生体进行性能评

以及全要素、全流程的虚实映射和交互融合ꎬ形成虚

估ꎮ 通过虚拟综采工作面孪生数字体ꎬ描述矿山综采

实共生的迭代协同优化机制ꎬ实现物理空间实际场

工作面的机械、电气和液压等设备系统ꎬ实现矿山综

景与所对应的虚拟空间仿真场景虚实交互、数据同

采工作面物理设备全生命周期的映射能力ꎬ从而为综

步ꎬ真正实现面向矿山综采工作面的智能化设计与

采设备的性能仿真和健康预测提供决策支持ꎮ

迭代优化ꎮ

面向数字孪生矿山的综采设备智能孪生数字

面向数字孪生矿山和数据驱动的模型构建方

体ꎬ需要研究:①矿山设备部件及系统集成描述ꎬ包

法ꎬ需要研究:①数字孪生工艺模型构建ꎮ 研究基于

括矿山机械、电气、液压等多技术领域的综采装备子

矿山多物理量与几何量融合的物理实体数字孪生模
型构建理论与方法、矿山数据高精度实时获取技术、
矿山生产过程建模与仿真技术

[４－６]

ꎮ ②数字孪生模

型的高精度表达及重构方法ꎮ 研究基于矿山大数据

系统与零部件耦合仿真、精确描述方法ꎮ ②矿山虚
实交互的动态数据实时更新与可视化呈现ꎬ包括基

于矿山综采装备物理模型、状态参数、运行数据的实

时更新与交互迭代ꎮ ③矿山多系统耦合仿真与解耦

挖掘的知识建模、精确描述与图像特征提取和优化

表征ꎬ包括基于矿山设备部件之间及各子系统之间

方法ꎬ以及基于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自主优化和决

的耦合仿真和对故障诊断与定位解耦方法ꎮ

策方法

[７－９]

ꎮ ③数字孪生优化方法ꎮ 研究矿山数字

４.３

基于数字孪生的矿山智能控制

模型自适应、自学习和自优化方法ꎬ以及基于实时数

矿山控制系统是智慧矿山的大脑ꎬ其利用智能传

据的模型问题预测、参数动态调整和过程迭代优化

感技术ꎬ实时采集设备状态参数及煤岩识别、矿压监

方法
４.２

[１１]

ꎮ

测和煤流监控等生产过程数据ꎬ通过矿山数字孪生控

综采智能孪生数字体

制系统调优、决策ꎬ实现完整性校验和算法迭代优化、

孪生数字体是建立在虚拟空间的、反映物理实体
真实性的数字模型ꎬ通过综采设备的对象孪生、过程

图３

Ｆｉｇ.３

性能评估ꎬ以及自主决策控制对物理实体实时状态和
历史状态真实反馈与自主学习[５－６] ꎬ如图 ３ 所示ꎮ

基于数字孪生的矿山控制系统

Ｍ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

面向数字孪生矿山装备的智能控制ꎬ需要研究:

性和准确性ꎮ

①数字孪生模型与控制系统之间的数据驱动交互与

４.４

制仿真ꎬ实现数字孪生模型在控制数据驱动下的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ꎬ ＭＥＦＨＰ)是利用多源传感器和数据融

状态同步反馈ꎮ ②基于物理属性和动力学特性的控
为过程仿真ꎮ ③基于矿山数字孪生模型多源异构数
据、实时和历史数据ꎬ提高矿山控制系统的自主决策
１７４

基于数字孪生的矿山设备故障预测

矿山故障与健康预测(Ｍｉｎ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ｆａｕｌｔ ａｎｄ

合方法对矿山设备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估ꎬ并对矿山设
备故障诊断及性能预测进行表征ꎮ 基于孪生数据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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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ＭＥＦＨＰ 实现矿山物理设备与虚拟设备的同步映

景ꎬ通过人机交互实现远程控制、实时监测、精确定

射、实时交互及精准服务ꎬ形成矿山设备健康管理新模

位与健康预测ꎬ提高智慧矿山的全息感知、可视化运

式ꎮ ＭＥＦＨＰ 对物理设备运行状况进行远程监测、故障
[８－１２]

诊断、控制优化和健康预测

ꎬ如图 ４ 所示ꎮ

针对矿山数字孪生驱动的 ＭＥＦＨＰꎬ需要研究:
①综采设备物理 － 虚拟交互机制ꎬ故障扰动因素捕
获与消除方法等ꎮ ②基于数字孪生的矿山设备故障

特征提取、故障过程建模及扰动因素分析等ꎮ ③基
于 ＭＥＦＨＰ 的 自 学 习、 自 优 化 机 制 和 虚 拟 验 证 的

ＭＥＦＨＰ 自主精准服务等ꎮ

４.５

基于数字孪生的人机交互

人机交互协同是智慧矿山一个典型的应用场

图４

Ｆｉｇ.４

５

结

维和与智能监控效率ꎮ 基于数字孪生的人机交互ꎬ
构建与矿山物理空间面忠实映射的虚拟空间数字孪
生体ꎬ通过 ＡＩ 模式识别、语义理解或手势感知等指
令ꎬ同步更新虚拟场景的作业进程ꎬ实现人 － 机 － 环 －
控的智能协调与有机融合ꎮ 需要研究:①基于智能

孪生数字体的 ＶＲ / ＡＲ 高精度图像与精准模式识别

技术ꎮ ②基于数字孪生的三维图像精确重构为映
射 [２６－２７] 、智能孪生数字体的衍生与构建、全息投影

技术ꎮ ③基于 ５Ｇ 边缘计算与虚拟现实技术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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