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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促安全 强化责任抓落实

▲矿用卡车整齐排列在生产现场。

站在生态修复示范区远眺伊敏电厂站在生态修复示范区远眺伊敏电厂。。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伊敏露天矿深入贯彻“四个革
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紧盯煤炭行业发展前沿技
术方向，通过加强科技创新系统谋划、关键技
术领域自主攻关，升级更新了一批关键核心
技术，成为全行业内智能化矿山、科技化矿山
的领跑者。

“伊敏露天矿在保护自然环境，恢复生态
的同时，也比较注重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加速
推进智能化采矿模式建设，被评为全国智能
化示范矿山的试点单位。”伊敏露天矿科技副
矿长赵耀忠自豪地说道。

2016年，伊敏露天矿启动了智能化矿山
建设工作。2020年，伊敏露天矿被列为国家
首批智能化示范建设煤矿。2021年，伊敏露
天矿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智能化建设煤
矿。2022年，伊敏露天矿通过国家级智能化
示范矿山现场核查。这些沉甸甸的荣誉见证
了伊敏露天矿的科技化、智能化发展的艰辛
历程。

赵耀忠告诉记者：“近年来，我们以智能
化矿山建设为导向，集中资源和力量深入开
展科技创新和自主攻关，取得十分明显的成
效。”说起智能化建设，作为领导者和参与者，
赵耀忠如数家珍。

智能化矿山建设未启动前，每次矿里出
现各种情况，一线工作人员只能通过电话或
对讲机逐级上报情况，不仅费时费力，还十分
繁琐。与此同时，为第一时间了解矿上情况、
解决问题，矿里的领导们每天必须到矿上进
行亲自巡检，一轮下来，不但领导成了“煤黑
子”，还要耗费半天时间。即便这样日复一日
的巡检，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仍然存在安全隐
患苗头。

伊敏露天矿以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工作
流程为切入点和着力点，把“主意”打到了智
能化建设上，探索建立了虚拟化数据中心，研
制了华能集团首个基于云原生的综合业务管
控平台，搭建了平台方案设计及大数据平台、
容器平台等基础框架，延伸建设了生产实时
监管系统，实现了卡车调度、边坡监测、水位
监测、人员定位、防疲劳驾驶等众多分散系统
的数据集成、分析预警等功能。部署启用了
国内首个高寒地区露天煤矿无人机测量系
统，建立了矿区三维实景模型、正射影像，绘
制了能够三维展示地上、地下综合信息的采
矿“一张图”，统一了数据标准，打通了专业工
作流程，让数据在不同专业间快速、有效地传
递，提高了生产管理效率与作业流程标准化
程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智能采矿。

“现在矿里有什么问题，我们第一时间从
管制平台能够查看处理，再也不用一线人员

层层上报，而以往每日半天的巡检，现在不到
半小时就能完成，而且还无死角无盲区。”赵
耀忠笑着说道。他表示，矿里在卡车无人驾
驶以及固定设施无人值守等智能化建设上也
取得了实质性进步。

如今，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伊敏露天矿的
重要支撑力和驱动力，既有正在研发试行的
大型先进技术系统，也有很多中小型的智能
系统同步推进，形成了科技创新闭环链条，环
环相扣、无缝对接。在伊敏露天矿工作近20
年的杨德江告诉记者，他的工作就是负责给
矿里的运输车辆加油并手动记录，这项外人
看来挺简单的工作，到了冬天非常辛苦。在
当地极寒的天气下给每辆车加油后并记录，
几次下来手就被冻僵，甚至经常出现冻疮情
况。矿里针对这一情况，自主研发上线了加
油计量系统，车辆加油后系统自动记录，手动
记录便成为了“旧历史”，冻疮问题也成为了

“过去式”。
说起用加油计量系统后的感受，杨德江

边笑边说：“矿里的领导在智能化矿山建设工
作中抓大不放小，集中力量研发大系统的时
候，也推广使用这样的小系统。就是这样的
智能化系统，让我们矿里员工的幸福感倍
增。”

多年来，伊敏露天矿坚持把科技创新作
为煤炭生产的突破口，建立并形成以创新工
作室和技术攻关小组为平台，以激励机制为
动力的“六位一体”科技创新管理模式，掌握
了一批核心技术、积累了一批创新经验，累计
获得国家专利315项，其中发明专利13项，
向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露天矿业迈进。比
如，“矿用自卸卡车远程管理系统”获得首届
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创新成果一等奖，“智能化
示范露天矿关键技术研究”入选华能集团公
司“十四五”十大科技示范工程。又比如，建
成投运了基于云原生的综合业务管控平台，
开发了矿山“一张图”系统，实现开采全要素

“所见即所得”。构建了国内首个露天矿山无
人化示范工作面，作业效率达87%、作业成
功率为98.6%，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说起伊敏露天矿未来几年的智能化矿山
建设目标，赵耀忠表示，2022年，伊敏露天矿
将牢固树立争先创优、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尽
快建成国家、自治区首批智能化建设示范煤
矿，加快推进无人驾驶、5G+多网络融合、轮
斗/半连续自动作业、智能决策模型构建等一
批关键技术落地。计划 2023—2025年，逐
步对存量自卸卡车进行无人化改造，实现自
营矿卡200余名驾驶员全面无人化替代、实
现外委剥离全面无人化替代。同时，逐步投
入取消驾驶室无人纯电动矿卡300台，实现
低碳低成本运营。

科技赋能产业 创新驱动发展
矿山开采属于高危险性行业，各方关注，

十分敏感，所以安全工作是重中之重、要中之
要。伊敏露天矿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安全生产总方针，积极探索将

“科技”“情感”和“责任”理念深度融入安全管
理的全过程、各环节，通过总结提炼，创新载
体和机制，逐步形成了独具伊敏露天矿特色
的安全管理模式，真正做到大事故“零发生”、
小事故少发生，保持了安全生产的平稳态势，
成为首家通过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
考核的露天煤矿，16次获得全国特级安全高
效露天矿称号，连续两年被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评为煤炭工业先进煤矿。

伊敏露天矿安全副矿长舒应秋表示，多年
来，伊敏露天矿坚持“依法治安、科技兴安”安
全管理理念，有序推动“安全+科创”模式，探索
安全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以高危

作业场所自动化机械化、超前预防、安全避险
为目标，推广安全生产智能装备、在线监测监
控、隐患自查自报等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
应用，建设视频监控、边坡监测、设备人员定位
三大系统，通过无人驾驶的探究进一步实现无

人化、少人化生产模式，依靠科技力量实现了
“少人则安、无人则安”的目标。

“每位员工都有权每天平安回家！”这是
伊敏露天矿领导班子向每名职工的郑重承
诺。通过签订矿长《安全承诺书》，严格履行
《煤矿矿长保护矿工生命安全七条规定》，进
一步强化红线思维、底线意识。通过层层签
订安全生产责任状，设立群众安监员，确保各
级人员安全责任落实到位，强化安全监督意
识。督促各级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跟班、
矿领导带班，现场跟踪检查安全生产情况，深
化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十佳”班组长评选和

“员工讲安全”等活动，形成了有煤矿特色的
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同时，强化外包工程安
全管理，实施了“七项”流程化管控体系，通过
严格审查资质、推行约谈、旁站制度、实行项
目经理责任制、入矿安全培训等管理手段，提
高了外委工程安全管控能力。

“为了让每一位员工都树立安全意识，矿
里鼓励员工家属们都参与进来，一起为员工
们的安全保驾护航。”舒应秋笑着说道。他表
示，在伊敏露天矿将家庭因素引入安全管理
机制“家庭安全联保”活动，将亲人的嘱托和
家庭的幸福融入安全中，进一步拓宽安全管
理渠道，把安全管理延伸至8小时以外，通过
签订“家庭安全联保协议”、开展家庭安全联
保座谈会、带领家属现场参观、亲身体验职工
工作日、家属送给职工一句话、展播职工全家
福等活动推动安全理念入心入脑，让职工及
家属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构筑
起一道以家庭为载体，以企业、职工、家庭互
保共保的坚固防线，在建立本质型安全露天
矿道路上闯出了一条新路子。

说起伊敏露天矿的未来，张波郑重地表
示，伊敏露天矿将向着实现生产本质安全、大
幅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绿色环保水平显著
提升、全面智能决策等目标稳步迈进，要建成
国内一流的安全、绿色、智能、高效矿山。

1976年第一批煤电建设者走进伊敏河
中游左岸建设时，他们看到天蓝、水清、草
碧、花香的大美草原，便想到了开发草原会
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的问题，在深思熟虑
后，他们做出了莫让后人问草原在哪里的
决定。就是这个决定让一代代伊敏建设者
薪火相传，始终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
开发”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行稳致远。

又到草原景色最美的季节，记者一行
驱车来到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站在伊敏露
天矿生态修复核心区的圆形参观台上，抬
眼望去，草原尽绿，回填覆绿的矿坑，与天
然草原融合得浑然一体，肉眼无法分别开
来，边开采边修复的绿色矿山，与草原河湖
相映射的美景，完全颠覆了人们传统印象
中煤矿作业与煤尘飞扬、空气污染的关联，
呈现出一种“开矿不见矿、矿在美中藏”的
草原奇景。

看到记者对此美景发出的感叹，伊敏
露天矿党建科科长李欣自信地说：“我们矿
始终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
积极响应国家和自治区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的号召，集中力量把采煤区扬尘的综合
治理作为重点紧抓不放，注重回收利用电
厂的废水集中到采场内进行洒水降尘，以
确保采场的粉尘浓度控制在国家规定以
内，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周围环境的损害。”
她还表示，生产的煤炭经初级破碎后由封闭
式胶带走廊直接运送到伊敏电厂，发电燃烧
后的灰渣再回送到内排土场进行回填，露天
矿疏干水经加压后输到电厂作为工业循环
水，地表剥离出的腐殖土集中存放，用于排土
场表面覆盖，并在上面种植沙棘、碱草、苜蓿
等植物，这样做的好处既绿化美化了周围环
境，又发挥了防风固沙作用，更有效地恢复了
原有生态系统。在长期的坚持和完善下，才
成就了如今眼前的美景。

伊敏矿人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作为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紧抓不
放，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注重在环保
和治污上综合施策、精准发力，累计投资18
亿多元建设环保设施和升级改造生产技
术，从严落实执行各类污染防治措施，实现
各项污染防治效果达到国家污染物治理标
准，进入全国煤矿环保先进行列。

在煤炭开采方面，伊敏露天矿先后引
进采煤自移式破碎机半连续工艺系统、剥
离轮斗全连续工艺系统，通过电力驱动实
现了系统的自动化控制，实现了每年节约
柴油消耗约1.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约 5.7 万吨，以电代油的技术革新成果喜
人，既极大地节约了生产成本，又取得了更
佳的环保效果，还有效降低了交通运输的

安全风险。在降低运输设备污染方面，在
内挖潜力的基础上，以“煤电合作、强强联
合”为核心，联合国网电动汽车公司开展深
度合作，聚力打出借势、借智、借力“组合
拳”，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矿用
卡车电气化技术攻坚战，集中力量攻克了
一批难题，在电动运输上实现了质的飞
越。2020年 9月 4日，载重 60吨的国内最
大纯电动矿用宽体载重卡车正式下线、投
入使用，单车全寿命周期（5年）可减少柴油
消耗 400吨，预计降低二氧化碳排放 1240
吨，真正把设备运输的污染降到了最低点。

伊敏露天矿矿长、党委副书记张波向
记者介绍说：“多年来，我们时刻牢记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在草原生态保护和矿产能
源开发方面，从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想了很
多办法，做了大量工作。比如，现在伊敏露
天矿的生态修
复示范区，在开
发之前是一片
漂亮的湖泊，随
着矿产开采，湖
泊逐渐消失，变
成了矿坑。采
矿结束后，为把
这片矿坑恢复
成原状，我们专
门找到专业的
设计院规划设
计，经过 38 年
的逐步修复，现
在生态修复示
范区里处处是
湖泊草地，甚至比开发以前更好更美。”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伊敏露天矿积
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千方百计地让“煤之海”脱下“黑袈
裟”、披上“绿衣裳”，打造了国内外一流的
生态修复样板矿区，为子孙后辈留下绿草
蓝天。企业连续15次获得全国煤炭行业安
全高效露天矿，被评为煤炭行业双十佳煤
矿，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成为中央企业科
学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的典范。

开矿不见矿 矿在美中藏

““明珠馆明珠馆””临水而建临水而建。。

无人驾驶矿车无人驾驶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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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生态修复示范区。

▲单斗卡车间断工艺系统承担剥离和采煤作业。 ▲轮斗连续系统承担剥离工作任务。

恢复后的矿区生态繁荣恢复后的矿区生态繁荣。。

草原深处有草原深处有草原深处有
华能伊敏露天矿华能伊敏露天矿华能伊敏露天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