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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工作面的无人化、智能化开
采是一项重大技术突破，这是我国煤
炭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其他老旧矿区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日前，全国煤矿薄煤层智能开采现场
推进会在山东能源枣矿集团召开，中
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法在实地调研后如
此表示。

近年来，山东省大力推动以“提升
装备水平、优化生产系统、优化劳动组
织”为核心的“一提双优”建设，推动行
业企业加快科技转型、智能化建设，创
建智慧型企业，使老矿区焕发出新生
机、新活力。

智能化矿井长啥样

记者在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滨湖煤
矿看到，点下鼠标就采煤、煤机记忆截
割、支架自动跟移、智能机器人巡检、
设备故障智能点检……智能化在这里
触手可及，颠覆了人们对煤矿的传统
认知。

“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工作面一切
设备就绪，可以启动。”滨湖煤矿综采工区技术员姜辉在500米深
的井下向地面智能调度指挥中心报告着。随着地面调度员于海洋
轻点“一键启动”按钮，井下泵站、皮带、转载机、运输机、采煤机等
装备依次启动。

“打眼、装药、爆破……以前，掘进工是煤矿里吸粉尘最多的工
种。”滨湖煤矿矿长邓涛感慨地说，“现如今，掘进工坐在驾驶舱内，
就像打游戏机一样操作掘进机，前进、后退、360度旋转，仅用几个
手柄就可以完成。有了液压掘进钻车、掘锚护平行一体机、铣削式
智能型硬岩掘进机、四臂锚杆支护钻车、挖掘式装载机、巷道修复
机等先进装备，掘进、运输等工序一气呵成。”

“老话说，‘选矸（石）苦，选矸（石）脏’。过去，要用手拣出矸
石，遇到大块的还得人工破碎，一个班下来，几十号‘煤黑子’能把
澡堂子变成墨水缸。现如今，这个苦差事成为历史，我一个人按几
个按钮就能胜任。”在世界首例井下TDS智能干选系统前，山东能
源临矿集团王楼煤矿洗煤厂工作人员吴强轻点几个按钮，原煤就

“列队”从皮带机上通过了。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王楼煤矿党委书记、矿长白景志告诉记者：

“这套干选系统无需水、无需介质、无煤泥水处理环节，既能降低洗
选成本，又能有效改善和稳定原煤煤质，避免了对水资源的污染。”
2018年，TDS干选系统投用后，王楼煤矿原煤平均热值从4200大
卡提升至4600大卡，精煤回收率也由原来的43%提升至50%，每
年可增加经济效益1000多万元。

高质量发展的新内涵

山东能源临矿集团一度濒临破产。从2016年开始，他们把智
能智慧矿山建设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切入点，大力实施10大类、
26项“工业3.0+”改造升级项目，强力推进机械化换人、智能化换
人、大数据换人工作。

去年12月份，山东能源临矿集团田庄煤矿建成了刨煤机智能
化工作面，使薄煤层开采实现了远程可视、可控。今年初，该矿设
备再利用中心新车间又迎来了10位“机器人”。如今，不仅矿工们
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矿上的效益也大幅提升。

“大量投入人力资源、依靠成本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
为继，从劳动密集型转型为技术密集型已经成为煤炭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新内涵。”山东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位民告诉记者：

“全面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加快‘智慧矿山’建设，是推动
煤炭开采新技术革命、有效破解安全生产难题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集团大力推动‘一提双优’建设，此举解开了阻碍煤
矿高质量发展的‘N个结’，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让暮年老矿活
力迸发。”山东能源枣矿集团蒋庄煤矿矿长齐卫东说，煤矿相继装
备了1个自动化工作面、1个智能化工作面，打造了3条高效快掘
作业线，去年盈利突破6亿元。

历经两年时间的量身打造，滨湖煤矿薄煤层智能化采煤机组
于2016年9月份成功运行。同时，该煤矿还协同推进辅助专业智
能化建设，成功打造出“用工精、煤质好、工效高”的薄煤层智能化
生产矿井。3年后的今天，山能枣矿已成功实现了由机械化向自
动化、智能化开采的升级。目前，本部11对矿井中，已建成智能化
工作面12个、自动化工作面9个，实现所有工作面全覆盖。

矿工们的幸福生活

“有了智能设备，我们的劳动强度大幅降低，安全系数大大提
高，休息时间也增加了，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直线上升。”说这话的
是山东能源枣矿集团付煤公司采煤一区职工张海涛。

长期以来，煤矿一直采用“三班倒、打连勤”的作业模式。而
且，夜班作业风险很大，煤矿事故超过七成是在夜间发生的。

眼下，山东能源集团已有36对矿井取消了夜班采煤，25对矿
井全部取消夜班采掘，山东能源枣矿集团还成为全国煤炭系统第
一家全面取消夜班作业的矿业集团。预计今年底，山东能源枣矿
集团将在所有矿井全面实现周末集休，力争2020年全面推行“五
天工作制”。

没有了“三班倒”的高强度工作机制，集团效益还能有保障
吗？当然有。随着智能智慧矿井建设深入推进，煤矿工作面生产
能力和井下煤流运输能力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也节节攀升。数据
显示，2018年山东能源集团原煤全员效率同比增长10.2%，采煤
工效同比增长3.4%，掘进工效同比增长4.2%。其中，山东能源新
矿集团所属19对矿井80条原煤运输系统实现自动化集控，采煤
一线减员500余人；山东能源淄矿集团上马了先进的矿业应用掘
锚一体机，仅仅80多人就承担起年产500万吨商品煤的任务。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一提双优’工作，助推智能化建设
向全产业、多领域拓展，全面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争取年
内建成6对‘单班百人’示范矿井，冲击地压矿井全部实现采煤面
智能化开采，强力推进掘进面远程控制，加快构建智能化建设新生
态。”对于山东能源智能化建设“升级版”，李位民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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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闭幕的第 81 届中国国际
医疗器械（春季）博览会（CMEF）上，
联影集团携横跨诊断、治疗、互联网
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30余款产品
闪亮登场，获得业界高度关注。

联影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薛敏表示，“8 年来，联影始终坚持自
主创新，在核心技术领域不断寻求突
破，先后推出了一系列超高端产品以
满足临床与科研的更高需求。同时，
我们还努力汇聚起来自产业、学界等
多领域的力量，力争营造出一个深度
协同、共生共赢的创新生态，以更大的
创新能级推动中国医疗设备行业真正

迈上价值链高端”。
3.0T 探索磁共振是此次联影发

布的重磅产品。凭借业界领先的超
高性能梯度系统、光梭成像技术与光
梭引擎，该设备能够提供更高的图像
对比度和更精细的结构显示。它还
搭载了丰富的高级应用，如静息态脑
功能成像、脑结构量化分析、脑肿瘤
量化分析等，为临床、科研的前沿探
索与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

专家告诉记者，对大脑的研究是
现代科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一方
面，这个3磅重的器官由上千亿个神
经细胞组成，可其与人体的关联至今

还是个谜；另一方面，包括阿尔茨海
默病、抑郁症等在内的脑部疾病已经
成为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

正 是 基 于 这 一 原 因 ，业 界 对
3.0T 探索磁共振产品评价极高。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
副院长、张江实验室脑与智能研究
院院长张旭表示，“在成像技术、软
件应用上，联影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
支持。尤其联影3.0T探索磁共振所
提供的脑影像数据，可支持脑解剖连
接模式和脑功能研究、脑疾病研究，
助力脑科学研究从源头上取得突
破”。

在此次展会上，联影还公布了世
界 首 台 全 景 动 态 扫 描 PET- CT
uEXPLORER“ 探 索 者 ”的 最 新 进
展。多年来，“探索者”因其在临床与
科研方面的意义一直是全球业界关
注的重点。目前，这一设备已通过美
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审批。

“基于这些革命性产品，我们正
在努力搭建一个世界级的科研合作
平台，与全球顶尖医院、科研机构展
开多中心的合作探索。未来，希望
可以有更多合作伙伴加入，让这一
全球协同的创新网络愈发多元、强
大。”薛敏说。

联影推出3.0T探索磁共振产品支持脑科学研究——

构建产学研医协同创新生态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在青岛蓝谷，一家以海工装备及
高端制造检验检测为主业的企业正
在快速崛起。2014年，青岛海检集团
有限公司动工建设。短短几年间，该
公司已能提供 5700 多项检测服务，
多项检测技术、方法及装备填补国内
空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在海工
装备领域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没有检验检测，高端制造产业
化就很难‘起飞’。”青岛海检集团董
事长王立宇表示：“我们先后建起了
国家海洋设备质量检验中心、海洋水
下设备试验与检测技术国家工程实
验室、国家海洋设备重大产品研发和
试验检测平台。这3个‘国字号创新
平台’可以视作国产高端制造产业化
的‘助飞器’。”

搭建检验检测新平台

“过去，我国检验检测的标准、方
法、技术和装备都十分落后，甚至成
为制造业升级的‘卡脖子’环节。”王
立宇告诉记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青岛海检集团应运而生。

此前，中国检验检测领域的高端
市场一直被国外企业占据。面对这
一局面，青岛海检集团自成立之初便
选定了尚处于发展初期的海工装备、
轨道交通、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高端机床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发
展重点。

“一方面，这些产业刚刚进入成
长期，所有检验检测机构均要从头开
始摸索，这意味着我们和发达国家的
检验检测机构处于同一起跑线；另一
方面，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检验检测技
术的支持，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自
己的工作做好，为产业振兴贡献一份
力量。”青岛海检集团战略发展总监
王勋龙说。

“每一项具体产品的检测，从检
测标准、试验方法、测试技术到仪器
设备，都要自己去创新。”青岛海检集
团副总工程师李传增告诉记者，面对
困境，海检集团广纳贤才，开始了艰

苦的自主创新历程。
“比如，脐带缆测试技术和‘脐

带缆拉伸弯曲疲劳试验机’都是我
们自主研发的。”青岛海检集团海洋
工程水下设备检测有限公司总经
理、海洋水下设备试验与检测技术
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张大刚告诉记
者，此前脐带缆拉伸弯曲综合试验能
力一直是业界难题，国际上无成功经
验可以借鉴。“我们用了两年多时间
开展技术攻关，形成了该项检测的技
术和标准，并与国内专业试验机制造
企业合作，研制成功了国内首台试
验机。现在我们的测试频率、测试
精度及仿真性能等均达到了国际领
先水平。”

目前，青岛海检集团已建成了水
下设备、材料分析、电气、新能源电力
电子、海洋电缆、电磁兼容、环境及可
靠性7个专业检验检测实验室。集团
还先后主持或参与制定国际国内标
准18项，其中主持国际标准3项。

青岛海检集团在检验检测领域
的突破赢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德
国莱茵与青岛海检集团签订了国内
首个国际检测认证互认合作备忘
录，双方将在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
装备的检验检测认证上予以互认；
欧洲电气标准化组织也与其达成合
作共识，双方将共建亚洲电气标准
化研究合作中心、海检国际标准化
培训基地。

“未来，我们还将与更多国际同
行合作，力争实现‘一张证书、全球通
行’。”王立宇说。

全生命周期护航

检验检测平台的搭建为制造产
业迈向高端提供了保障。“目前，海洋
动态电缆已成为海上电力传输的重
要工具，广泛应用于海上油气、风电
开发等领域。”国家海洋设备质量检
验中心水下设备检测实验室主任刘
太元告诉记者，海检中心运行以前，
国内第三方检测机构不具备该类型

大型海缆的检测能力，海检中心成立
之后才实现了突破。“我们现在可以
为客户在检测环节节约 50%至 60%
的时间成本和60%左右的费用，大大
提高了此类产品的研发效率。”

“ 比 如 ， 海 上 风 电 制 造 。 以
前，相关企业得到国外完成检测，
全过程大约需要一年左右。”李传
增告诉记者，根据风电机组的国际
标准，防雷性能是衡量叶片安全性
和可靠性的重要指标。原先，中国
风机制造商需要从海路运送样品远
赴欧洲的实验室开展叶片防雷性能
测试，测试周期长，测试费用高，
企业在检测环节花费的经济成本和
时间成本十分高昂。“海检中心海
洋电缆实验室的风电防雷检测能力
填补了这一空白。现在，不仅时间
节省了一半，费用也锐减三分之二
以上，这将直接推动风机制造产品
的出口。”

利用传感器对运营维护环节实
现全天候实时监测，也是海检集团的
强项。“我们正在建立技术保障体系，
旨在推动轨道交通不同线路的装备
实现互通互用互联。”李传增介绍说，
海检集团的7个实验室可以为轨道交
通提供全产业链服务。

“无论是在研发、制造还是运维
阶段，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那就
是既要有方法，又要定标准，还要建
体系，全方位保障轨道交通产品在
役期间运转良好。目前，我们正在
与清华同方、中铁通号、中车四方股
份、青岛地铁、青岛四方研究所、西
南交大和兰州交大等开展合作。”李
传增说。

集聚更多顶尖资源

“我们的思路是，先在海洋装备
领域打造国内最高水平试验检测平
台，再在其他领域复制经验，最终逐
步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特色的
检验检测产业集群，为中国高端制造

‘助飞’。”王立宇说。

随着青岛海检集团检验检测能
力的提升，很多国内外顶尖资源也开
始向这里汇聚。比如，中国计量院中
国海洋计量研究中心、青岛海上综合
试验场都将于今年内开工建设。“同
时，我们还将引进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建设海洋和高端装备标准化研
究基地，建设海洋人体功效学实验
室、海洋标准样品研究中心。”王勋
龙对记者说，目前，青岛海检集团还
在申请海工装备、国家标准样品两
个标准化创新基地以及国家深海养
殖设备、国家海上试验场两个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此外，青岛海检集团还与国内
外多家机构达成合作。比如，与海
尔集团就国家级检验检测产业园、
高端装备制造、数据技术研究等方
面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与西门子（中
国）在产品与技术研发、实验室能力
与体系建设、标准制修订等方面探讨
建立合作关系；与中海油签约，以海
洋设备生命周期质量控制为核心，
主导建立具备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检测认证体系，支撑我国海洋设备

“走出去”……
“我们还在布局风电测试、智能

网联汽车、工业控制、工业互联网安
全检验检测项目。”王立宇告诉记者，
青岛海检集团计划联合国内外顶尖
机构，建设国际领先水平的风电检测
认证基地，建设汽车检测、智能网联
汽车测试场，开展工业控制方面的合
作，在物联网产品方面开展国内唯一
的检测认证。

“这些不同形式的合作有望共
同构建起一条千亿级产业链。”王立
宇表示，未来青岛海检集团将进一
步聚集优势产业创新资源，重点建设
检验检测服务、“互联网+检测”、仪
器设备研发制造、仪器设备贸易、节
能环保等5个板块，为产业发展提供
支撑。

题图为青岛海检集团电磁兼容
实验室。 本报记者 刘 成摄

山东能源认为，大量投入人

力资源、依靠成本要素驱动的发

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从劳动密

集型转型为技术密集型已经成为

煤炭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全面推进机械化换人、自

动化减人，加快“智慧矿山”建设，

已成为推动煤炭开采新技术革

命、有效破解安全生产难题的必

然选择

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突破？青岛海检集团结合检验检测行业现状探索出了一

条可行的路径——

第一步，确立目标，即为中国高端制造产业化“助飞”；

第二步，选取与领军者差距最小的领域，努力实现单点突破。青岛海检集团从创建之初就选定战略性

新兴产业作为发展重点，目前已在海工装备领域确立了全球领先地位；

第三步，在其他领域复制经验，尽快在多领域形成比较优势，最终逐步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特色

的检验检测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