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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月全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 1614.4亿元,同比增长 109.4%
绎5月份中国进口炼焦煤下降 28.7% 无烟煤增长 76.4%
绎【BSPI】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 644元/吨
绎6月中旬全国煤炭价格稳中有涨
绎近期山西主要煤种市场运行简况

★2021年 1-5月全国省区原煤产量排名

★晋能控股井下巡检机器人“瓦力”正式上岗！

★西山煤电东曲矿排水实现自动化

★7月 1日起 山西省应急厅承担省内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工作

★长子高河 2×66万千瓦低热值煤发电项目投产

http://www.sxsmtgyx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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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和煤矿企业对智能化还不够重视，思想上因

循守旧，没有认识到智能化是煤炭行业发展的必然

趋势，片面强调智能化建设投入大、技术难、要求高，

甚至是面子工程，没有算清长远账、安全账、民生账，

既怕增加负担影响经济效益，又怕承担失败的风险，

有畏难情绪和消极心理，对煤矿智能化工作不够主

动，智能化建设发展相对滞后。

智能化煤矿的显著特征是现代信息、人工智能、

控制技术与采矿技术的深度融合，智能化煤矿建设

是高新技术融入矿山场景、渐进迭代发展的过程，是

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结果，不是“基建

交钥匙工程”。

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是智能化的基

础和内涵，对煤矿智能化认识和理念的不统一，本质

上并不是对智能化概念的纠缠，而是因循守旧的保

守思维与技术变革的不适应，在煤矿智能化发展尚

不充分，一些技术装备还不完善的初级阶段，是自然

会存在的分歧，全面否定和概念滥用是 2 种典型的

表现形式，这与煤矿综合机械化发展之初是一样的。

由于我国

煤层赋存条件复杂多样，不同煤层赋存条件矿井开

展智能化建设的技术路径、难易程度、效果等均不相

同[25]。目前，我国煤矿智能化发展不平衡，主要体

现在：不同矿区智能化建设基础不平衡;不同地区智

能化建设水平发展不平衡;煤矿不同系统的智能化水

平发展不平衡;智能化技术需求与技术发展现状不平

衡; 软件开发速度明显滞后于硬件的投入不平衡;煤

矿智能化相关投入与产出比不平衡。

5G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大带宽、广连接、

低时延等显著优点，联合网络切片、边缘计算等核心

技术，可以为垂直行业带来变革性的应用场景。煤矿

5G 应用经过第一阶段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很多宝

贵经验，但经过第一阶段的研究探索也总结发现了

诸多实际问题;不同厂商的 5G 网络系统架构不统一;

5G 应用场景有待挖掘;5G 技术及终端生态匮乏。

“透明地质”或“透明工作面”的概念为煤矿智能开采

的地质保障提供了希望，地质探测技术与装备的智

能化、探测信息的数字化、模型化及地质信息与工程

信息的有效融合，是“透明地质”或“透明工作面”的

基础。目前，受地质探测理论、技术与装备发展水平

的限制，“透明地质”技术保障支撑能力明显不足：地

质数据尚未全部实现数字化;地质探测技术的探测精

度、范围尚难以满足煤矿智能化建设要求;地质体三

维高精度建模技术有待提升;现有技术难以建立高精

度“透明地质”模型;地质信息与工程信息尚未实现融

合;地质探测技术与装备的智能化程度较低。

目前，我国煤矿巷道掘进的机械化程度约为 60%，普

遍存在采掘失衡、掘支失衡等问题，巷道掘进智能化

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在：掘进工作面空间狭

小、作业工序复杂，掘、支、锚、运协同作业困难;截割

与支护设备的可靠性、适应性有待提高;强干扰、高粉

尘、狭长作业空间难以实现掘进设备的定姿、定位;智

能化快速掘进相关技术与装备投入低，技术进步缓

慢。

截至 2020 年上半年，我国已经建成不同类型、

不同模式、不同效果的智能化综采工作面 338 个，形

成了 4 种智能化工作面开采模式，但工作面智能化

开采效果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主要表现在：综放工作

面智能化放顶煤技术一直未能有效突破;煤机装备的

可靠性及自适应控制技术有待突破;智能化开采技术

对复杂煤层条件的适应性差，综采设备群智能协同

控制效果有待提升;工作面端头支架、超前支架智能

化水平较低;工作面上各类传感器、摄像头等相关感

知信息的有效利用率较低，工作面设备的智能决策

能力有待提升。

智能

化煤矿需要建设基础应用平台、掘进系统、开采系统

等近百个子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不同系统之

间的数据兼容、网络兼容、业务兼容和控制兼容效果

较差，难以实现系统间智能协同作业，主要表现在：

数据格式尚未实现统一；网络通信协议兼容性差;业

王国法院士：煤矿智能化发展十大“痛点”



简 讯

2021年 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4247.4亿元，同比增长 83.4%（按可比口径计算），比 2019年 1-5月份增长 48.0%，两年平

均增长 21.7%。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3008.7亿元，同比增长 135.5%。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1614.4亿元，同比增长 109.4%，较前两 4扩大 17.9个百分点；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实现利润总额 767.5亿元，同

比增长 273.1%；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295.9亿元，同比增长 201.6%；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194.2亿元，同比增长 94.4%；非金属采选业实现利润总额 138.7亿元，同比增长 28.7%。

2021年 1-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48.15万亿元，同比增长 30.5%。采矿业主营业务收入

18660.9亿元，同比增长 28.4%。 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785.7亿元，同比增长 28.8%；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为 3411.2亿元，同比增长 25.8%；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为 2181.3亿元，同比增长 56.8%；有色金属

矿采 1130.9亿元，同比增长 24.5%。

此外，2021年 1-5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营业成本 6462.8亿元，同比增长 18.2%。采矿业营业成本 12695.4

亿元，同比增长 17.1%。 （国家统计局）

2021年 1-5月，中国累计进口炼焦煤 1815万吨，

同比下降 43%。其中 5月份，进口炼焦煤 341万吨，同比下降 28.7%，环比下降 2.01%。

2021年 1-5月，中国累计进口无烟煤 351万吨，同比增长 15.3%。其中，2021年 5月份，中国进口无烟煤 77

万吨，同比增长 76.4%，环比下降 10.47%。 （海关总署）

本报告期（2021年 6月 16日至 2021年 6月 22日），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报收于 644元 /吨，环比上涨 2元 /吨。

务系统兼容性较差;系统间协同控制兼容性差。

煤矿机器人是一种依靠自身动力和控制能力实现某

种特定采矿功能的机器，应用机器人技术将工人从繁

重危险的地下采矿作业中解放出来是实现煤矿智能

化的重要途径，井上下智能机器人作业技术有待突

破，主要表现在：(1)井下机器人精准定位、自主感知与

决策、精准导航与调度、机器人避障、机器人集群管控

与续航管理、轻型防爆材料等相关技术尚未获得突破;

(2) 现有煤矿机器人主要通过集成各类传感器对井下

各类环境信息进行感知，功能比较单一，主要具备信

息采集功能，智能化程度较低;受到井下防爆要求，现

有井下机器人比较笨重，灵活性较差，对复杂煤层条

件的适应性较差;(3) 井下机器人主要以巡检为主，且

多为轨道巡检机器人，性能有待提升，掘进机器人、喷

浆机器人、支护机器人、救援机器人等相关机器人亟

待开发。

目

前，智能化煤矿建设仍然采用传统的管理模式，受我

国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煤矿智能

化专业技术人才不足，主要表现在：传统管理模式难

以适应智能化煤矿;煤矿缺少智能化专业职能部门;智

能化煤矿从业人员整体技术水平偏低; 智能化人才培

养体系不健全;缺少专业化运维团队。

煤矿智

能化建设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但是一些效益较差的

企业智能化发展资金不足，特别是短期收益不明显，

影响企业投入的决心，主要表现在：(1)煤矿智能化投

入整体强度仍然偏低，企业间差距较大;(2)煤矿智能

化短期主要表现为安全效益，经济效益不显著;(3)智

能化煤矿运营过程中形成的大量数据资源价值尚未

得到充分挖掘;(4)缺少客观、专业、真实反映煤矿智能

化投入与效益的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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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渤海六个港口交易价格的采集计算结果看，本报告期，24个规格品中，价格上行的有 9个，涨幅均为

5元 /吨，其余规格品价格持平。

本周期，环渤海动力煤市场呈现供弱需强的局面，在多重政策合力显效下，市场对供给侧担忧强于需求

侧，支撑煤价继续走强。

一、重大节日临近，政策高压监管升级。七一将至，多方检查联合发力，物流各环节煤炭市场交易活性降

低，供给侧收紧与需求侧提升下，市场看涨情绪再起。

二、煤炭供给持续收缩，助推卖方涨价势头。近日接连发生煤矿事故，区域政府要求矿方整改，煤矿关停

面继续扩大，供给出现时段性、区域性偏紧，致使集港货源进一步萎缩，外加产地煤价走高，加剧煤炭发运倒

挂矛盾，煤企和贸易商再现涨价势头。

三、需求侧强势再起，北上需求表现旺盛。受经济向好、工业投产达产、迎峰度夏高温天气等因素拉升，多

地用电需求再创新高。截至目前，沿海八省重点电厂耗煤量向上突破 200万吨，刚性补库需求放量增加，对沿

海煤价形成有力支撑。

整体来看，沿海煤炭市场供需偏紧面给予价格较强上涨动能，但在国家宏观调控、煤炭大力保供下，煤价

涨幅剔除虚高成分，运行贴近市场实际情况。 （秦皇岛煤炭网）

国家统计局 6月 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中旬全国煤炭价格稳

中有涨。各煤种具体价格变化情况如下：

无烟煤（洗中块，挥发份≤8%）价格 1300元 /吨，较上期上涨 37.5元 /吨，涨幅 3%。

普通混煤（山西粉煤与块煤的混合煤，热值 4500大卡）价格 709元 /吨，较上期上涨 10.9元 /吨，涨幅

1.6%。

山西大混（质量较好的混煤，热值 5000大卡）价格为 799元 /吨，较上期上涨 10.9元 /吨，涨幅 1.4%。

山西优混（优质的混煤，热值 5500大卡）价格为 889元 /吨，较上期上涨 10.9元 /吨，涨幅 1.2%。

大同混煤（大同产混煤，热值 5800大卡）价格为 914元 /吨，较上期上涨 10.9元 /吨，涨幅 1.2%。

焦煤（主焦煤，含硫量 <1%）价格为 1950元 /吨，与上期持平。

上述数据显示，6月中旬全国炼焦煤价格持稳，无烟煤价格反弹上涨，动力煤价格持续上涨。

此外，6月中旬全国焦炭（二级冶金焦）价格 2626.8元 /吨，较上期下跌 15.1元 /吨，跌幅 0.6%，有所收

窄。

（国家统计局）

动力煤价格涨跌互现

省内动力煤市场供应略显偏紧,价格高位震荡,下游企业采购积极，煤矿走货整体较为顺畅,部分矿井工作

面搬迁、暂停生产,5月 28日 -6月 11日,长治、晋城地区大型煤企月度长协价上调 27元 /吨,长治、阳泉、晋中

等地部分直达煤价格涨跌幅在 10-80元 /吨不等。

炼焦煤市场趋稳运行

山西省炼焦用精煤市场趋稳运行,由于前期煤价涨幅过大,现阶段观望情绪逐渐增强,煤炭价格涨跌互现。

5月 29日至 6月 11日，省内长治地区主要煤企贫瘦精煤长协价格上涨 100元 /吨,其他主要煤企价格维持稳

定;临汾地区部分地方煤企主焦煤市场价格回落 70元至 100元 /吨,个别地方煤企 1/3焦煤市场价格补涨 95

元 /吨;晋中、长治地区部分地方煤企瘦煤、贫瘦煤市场价格回落 45元至 100元 /吨。

 喷吹煤市场稳中有降

山西省喷吹用精煤市场总体平稳运行，产地无烟煤矿井生产增量有限,喷吹煤供应总体依旧偏紧,煤矿库

存不高,主流煤企积极挺价,地方煤企低价货源出货情况有所好转。5月 29日至 6月 11日,省内主要煤企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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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方煤企喷吹用精煤价格维持稳定,仅晋城地区个别地方煤企无烟喷吹煤市场价格回落 100元 /吨。

无烟块煤价格高位回调

省内无烟煤企业走货顺畅,大型煤企块煤价格维稳,晋城地区部分地方煤企块煤价格下调 10-100元／吨

不等。目前晋城地区大型煤企无烟块煤车板含税价在 1260-1320元 /吨左右,阳泉地区大型煤企块煤车板含税

价在 1250元 /吨左右。

(中国煤炭交易中心)

2021年 1-5月全国省区原煤产量排名

（国家统计局）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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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省晋能控股集团引进全国首台井下

危险气体巡检机器人“瓦力”，可以替代以往的瓦检工进行井下危险气体的常态化巡检。它在井下巷

道复杂地形最大行走速度可达每秒 1.5米，连续行走时间不低于 2小时，可进行现场环境探测和音
视频采集，只要点击远程遥控终端就可进行检测作业。

（晋能控股）

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公司东曲矿随着井下巷道不断延

伸，排水点增多，而且专用回风巷无法使用电气设备，若每个排水点安装风泵进行排水，则需要多人

启停风泵，费时费力、成本高。

该矿机电科技术人员根据电磁阀通电线圈产生磁性将铁芯吸起、风流通过的原理，在原有的风

泵上加装了一个掏空线圈的电磁阀，制作出一个风泵自动启停装置。水位上涨时，浮球上升带动磁性

限位器吸附铁芯，风泵开启进行排水；水位下降时，浮球带动磁性限位器远离铁芯，风泵停止作业。

风泵自动启停装置安装维护简单、成本低廉、安全可靠，具备自动化功能，适用于所有回风巷道，

解决了回风巷道排水难、工作量大的难题，为该矿节约了大量人工成本。

（中国煤炭报）

绎 近日，从山西省

应急管理厅获悉，该厅日前发布公告称：7月 1日起，由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承担的煤矿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颁发管理工作，移交至省应急管理厅承担。

6月 30日前，各煤矿企业可以向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继续申请煤矿安全生产许可相关事项，并
由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办结。7月 1日起，由省应急管理厅负责受理及办理工作。各煤矿企业按
照文件要求，通过煤矿安全生产综合信息系统（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系统）申报办理，并可通过

国家矿山安监局、各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监察机构政府网站公告中查询系统入口。

（山西晚报）

近日，长子高河 2伊66万千瓦低热值煤发电项
目竣工投产，正式进入商业运营阶段。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为 66亿千瓦时，年产值 25亿元，年缴利
税 3.4亿元，每年可消耗低热煤约 345万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显著。
作为国内装机容量最大的低热值煤发电项目，它在机组参数、机组设备、环保指标等方面具备世

界领先水平。同时，具有特高压外送、城市供热、低热值煤发电、煤电一体化“四大特点”和高效循环、

绿色环保、生态和谐、科技领先“四大亮点”。

该项目安装 2台 66万千瓦超超临界间接空冷汽轮发电机组，同步建设烟气除尘、脱硫、脱硝、脱
硫废水零排放设施，实现烟气超低排放、脱硫废水零排放。生产用水为长治市污水处理厂中水，燃煤

主要为高河煤矿及当地洗煤厂生产的中煤、煤泥和矸石。所发电力在厂内升压至 1000千伏送往晋东
南特高压站，通过晋东南—南阳—荆门特高压线路送往华中电网。同时，还可兼顾长治市城区及长子

县供热 1400万平方米。
（山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