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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智能化开采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
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智能化开采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员
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5663-2008 煤矿科技术语
GB 25974-2010 煤矿用液压支架
GB/T 35060-2018 滚筒采煤机通用技术条件
GB/T 50417-2017 煤矿井下供配电设计规范
GB 51024-2014 煤矿安全生产智能监控系统设计规范
GB/T 51272-2018 煤炭工业智能化矿井设计标准
MT/T 1112-2011 煤矿图像监视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3.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智能化开采 Intelligent mining
以实现采煤工作面常态化无人作业为目标，采用具有感知能力、决策能力和执行
能力的采煤机、液压支架、刮板输送机等智能化开采装备，以智能化控制系统为核心，
以可视化远程监控为手段，实现工作面采煤全过程“无人跟机作业，有人安全巡视”的
安全高效开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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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综合智能化控制系统 Integrated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
在传统综采技术基础上，以矿井网络系统构建智能化数据平台和远程控制平台，
组成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完善的视频系统、语音通讯系统及远程监测监控系统，运用智
能化开采技术，实现智能化集控中心对工作面开采的全程可视化操作和监测监控，地
面智能化集控中心全面呈现井下采场的设备工况和人员配备，实现人员合理化分配和
数据深度分析利用，进而组成综合智能化控制系统。
3.3 记忆截割 Memory cutting
采煤机按照学习和记忆的示范刀运行参数进行自动导航、自动截割、自动清浮煤、
自动斜切进刀等工艺的技术。
3.4 自动跟机 Automatic follow-up
综合智能化控制系统通过红外传感、射频等对位方式，感知采煤机位置与方向，
实现液压支架跟随采煤机自动移架、自动推移刮板输送机、自动喷雾等作业。
3.5 机架协同 Coordination of shearer and hydraulic support
依托综合智能化控制系统、采煤机控制系统、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实现数据
交互，满足控制采煤机、液压支架协同动作的要求。
3.6 智能化集控中心 Intelligent centralized control center
包括地面智能化集控中心和工作面智能化集控中心，能够对远端智能化设备进行
数据监测、视频监视和远程操控，实现地面与工作面的信息联络和数据共享。
3.7 工作面智能化集控中心 Intelligent centralized control center of coal face
设立在井下的智能化集中控制室，能够对远端智能化设备的运行数据进行监测、
视频监视和远程操控，实现与地面智能化集控中心的信息联络和数据共享。
3.8 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 Electro-hydraulic control system of hydraulic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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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由液压支架控制器、各类传感器、工业摄像机、电磁阀组
以及远程监控中心等组成，能够完成液压支架单架单动作、单架自动动作、成组单动
作、成组自动动作、自动跟机等，具有本架控制、邻架控制、遥控控制及远程控制等
功能，是集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控制技术、传感技术和液压技术一体的电液控制
系统。
3.9 集成供液系统 Integrated liquid supply system
集泵站、电磁卸载自动控制、泵站智能控制、变频控制、多级过滤、自动补液（水）、
乳化液自动配比、系统运行状态记录与上传于一体的智能化集成供液系统。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矿山机械运行与维修、矿井通风与安全、机电技术应用、机电设

备安装与维修、电气运行与控制、电气技术应用、电机电器制造与维修、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煤矿开采技术、综合机械化采煤、矿井通风与安全、矿山机电技
术、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技术、钻探技术、矿井运输与提升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采矿工程（职教本科）。
应用型本科学校：采矿工程、安全工程、地质工程、机械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
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采矿技术、矿山机电、矿井建设技术、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机

械制造技术、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电机电器制造与维修、工业自动化仪表及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矿井通风与安全等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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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学校：煤矿智能开采技术、通风技术与安全管理、矿山地质、矿山机电
与智能装备、矿山智能开采技术、地球物理勘探技术、钻探工程技术、电气自动化技
术、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电子技术、智能控制技术、矿井建设工程技术、煤层气采
输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矿山地质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智能采矿技术、安全工程技术、环境地质工程、机械设
计制造及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无。
5.面向职业岗位（群）
煤矿智能化开采（初级）：根据煤矿相关企业的需求，从事智能化开采系统巡检、
智能化开采设备基本操作、智能化开采设备常规运行维护的相关技术岗位。
煤矿智能化开采（中级）：根据煤矿相关企业的需求，从事智能化开采设备操作、
智能化开采设备运行维护、智能化开采设备常见故障检测检修的相关技术岗位。
煤矿智能化开采（高级）：根据煤矿相关企业的需求，从事智能化开采设备检测
检修、智能化开采设备系统设计、智能化开采设备安装调试及验收的相关技术和管理
岗位。
6.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煤矿智能化开采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次

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煤矿智能化开采】（初级）：主要面向煤矿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的液压支架系统、
集成供液系统、工作面运输系统、采煤机和综合智能化控制系统的巡检、基本操作和
常规运行维护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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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智能化开采】（中级）：主要面向煤矿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的液压支架系统、
集成供液系统、工作面运输系统、采煤机和综合智能化控制系统的操作、运行维护和
常见故障检测检修等工作。
【煤矿智能化开采】（高级）：主要面向煤矿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的液压支架系统、
集成供液系统、工作面运输系统、采煤机和综合智能化控制系统的检测检修、方案设
计、安装调试和验收等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煤矿智能化开采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掌握《煤矿安全规程》、《作业规程》、《操
作规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1.1.2 能掌握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生产工艺、正规循环作
业标准。
1.1.3 能正确识读采掘工程相关图件。
1.1 安全检查
1.1.4 能检查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现场的瓦斯、顶底板及
煤壁情况，完成工作环境安全确认。
1.1.5 能检查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的设备状态，排查设备
安全隐患。
1.1.6 能检查确认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的供电、供液、供
1. 智 能 化 开
水、供风等系统是否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采系统巡检
1.2.1 能掌握液压支架结构、电液控制系统组成及其
工作原理。
1.2.2 能开启、关闭液压支架的自动跟机功能。
1.2 液压支架巡
1.2.3 能根据传感器数据，判断液压支架工作状态。
检
1.2.4 能判断液压支架自动跟机动作不到位或丢架现
象并及时处理。
1.2.5 能在紧急情况时，闭锁液压支架。
1.3.1 能掌握集成供液系统组成及其工作原理。
1.3 集成供液系
1.3.2 能使用仪器仪表判断乳化液浓度、PH 值等指标
统巡检
是否符合要求。
1.3.3 能正确识读并判断供液系统的流量、压力、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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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温度等传感器及仪表数值是否处于正常范围。
1.3.4 能在紧急情况时，闭锁集成供液系统。

1.4.1 能掌握智能化采煤工作面运输系统组成及其工
作原理。
1.4.2 能正确识读并判断智能化采煤工作面运输系统
设备的传感器数值是否处于正常范围。
1.4 工作面运输
1.4.3 能通过观察煤量、煤体的粒度，判断智能化采
系统巡检
煤工作面运输设备是否正常。
1.4.4 能及时发现并清除运输设备中的杂物。
1.4.5 能在紧急情况时，闭锁智能化采煤工作面运输系
统。
1.5.1 能掌握采煤机结构、电气控制系统、液压系统
组成及其工作原理。
1.5.2 能开启、关闭采煤机的远程控制功能。
1.5.3 能正确识读并判断采煤机的采高、速度、电流、
压力、温度等传感器及仪表数值是否处于正常范围。
1.5 采煤机巡检
1.5.4 能观察并判断采煤机冷却喷雾系统运行状态是
否正常。
1.5.5 能根据工作面顶底板、煤壁状况，对采煤机记忆
割煤及端头斜切进刀进行人工干预。
1.5.6 能在紧急情况时，闭锁采煤机。
2.1.1 能掌握智能化集控中心液压支架控制台工作原
理及功能。
2.1.2 能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对智能化采煤工作面液压
2.1 液压支架远
支架进行巡检。
程操作
2.1.3 能操作液压支架进行单架或成组动作。
2.1.4 能开启、关闭液压支架的自动跟机及自动补压功
能。
2. 智 能 化 集
2.2.1 能掌握智能化集控中心集成供液控制台工作原
控中心操作
理及功能。
2.2.2 能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对智能化采煤工作面集成
2.2 集成供液远 供液系统进行巡检。
程操作
2.2.3 能开启、关闭集成供液系统的工作设备。
2.2.4 能操作控制台，实现乳化液泵站单泵启停和多
泵联动。
2.2.5 能操作控制台，实现远程反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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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工作面运输
系统远程操作

2.4 采煤机远程
操作

3.1 液压支架运
行维护

3. 智 能 化 开
采设备常规
运行维护

3.2 集成供液系
统运行维护

3.3 工作面运输
系统运行维护

2.3.1 能掌握智能化集控中心工作面运输系统控制台
工作原理及功能。
2.3.2 能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对智能化采煤工作面运输
系统进行巡检。
2.3.3 能操作控制台，实现运输系统设备单机启停、一
键顺序启停。
2.3.4 能操作控制台，实现转载部协同推进。
2.4.1 能掌握智能化集控中心采煤机控制台工作原理
与功能。
2.4.2 能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对智能化采煤工作面采煤
机进行巡检。
2.4.3 能对视频追机功能进行参数设置。
2.4.4 能操作控制台，实现采煤机割煤。
2.4.5 能操作控制台，开启或关闭采煤机记忆截割功
能。
3.1.1 能掌握液压支架控制器各项基本功能。
3.1.2 能完成液压支架拉架、推溜等基本动作。
3.1.3 能更换液压支架控制器、传感器、管路等附件。
3.1.4 能更新液压支架控制器程序、设置控制器基本
参数。
3.1.5 能根据设备实际情况，操作反冲洗装置并设置
参数。
3.1.6 能对液压支架控制系统进行日常保养。
3.2.1 能掌握集成供液系统管路布置情况。
3.2.2 能对集成供液设备进行启停控制及压力调整。
3.2.3 能对集成供液系统的设备进行日常保养。
3.2.4 能更换集成供液系统的信号采集模块、乳化液
浓度传感器等部件。
3.3.1 能掌握智能化采煤工作面运输系统设备的组成
和功能。
3.3.2 能掌握智能化采煤工作面运输控制系统的运行
模式及特点。
3.3.3 能对智能化采煤工作面运输系统的设备进行日
常保养。
3.3.4 能更换工作面运输系统的集中控制装置、电机
及其减速器的传感器等部件。

3.4.1 能掌握采煤机智能控制系统组成和功能。
3.4 采煤机运行 3.4.2 能掌握采煤机记忆截割及人工干预截割功能。
维护
3.4.3 能对采煤机编码器、倾角传感器、线路等附件进
行日常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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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能更换采煤机的传感器、编码器等部件。

3.5.1 能掌握智能监控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3.5.2 能掌握智能监控系统相关设备的基本操作。
3.5 智能监控系
3.5.3 能对智能监控系统相关设备进行日常保养。
统运行维护
3.5.4 能更换监控系统的摄像仪、交换机、中继器等部
件，并设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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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煤矿智能化开采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掌握采煤工作面上覆岩层运动与发展
的基本规律。
1.1.2 能根据液压支架运行数据，分析工作面
矿压显现等规律。
1.1.3 能根据工作面煤壁、顶底板等实际工作
情况，对电液控制器进行参数设置。
1.1 液压支架操作
1.1.4 能分析传感器数据，判断并调整液压支
架姿态。
1.1.5 能远程调整液压支架控制器程序参数，
实现机架协同控制。
1.1.6 能根据惯性导航系统数据，调整液压支
架推进行程，实现刮板输送机直线度控制。
1.2.1 能根据供液系统运行参数，合理调整供
液系统的压力，实现恒压供液。
1.2.2 能根据集控中心运行参数，判断系统运
行异常状态并做出应急处置。
1.2 集成供液系统 操
1.2.3 能根据集成供液系统历史运行数据，生
作
成系统运行报告。
1. 智 能 化 集 控
1.2.4 能根据工作面生产情况，通过控制程序
中心操作
参数设置调整集成供液系统运行方式，实现
按需供液。
1.3.1 能设置工作面运输系统运行参数，并能
对运输系统中出现的保护动作进行处理。
1.3.2 能熟练操作语音通讯控制系统，并进行
参数设置。
1.3 工作面运输系统
1.3.3 能通过集控中心视频监控系统，及时发
操作
现工作面水煤、大块煤（岩）、煤量异常等
问题，并提供应急处置方案。
1.3.4 能通过调整工作面运输系统的参数，实
现煤流负荷均衡控制。
1.4.1 能根据煤层地质条件的变化调整采煤机
运行参数。
1.4.2 能对采煤机记忆截割参数进行初始化
1.4 采煤机操作
设置，并进行示范刀操作。
1.4.3 能设置采煤机防碰撞、环境联动等安全
防护参数。
1.4.4 能根据智能化工作面采煤机运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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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采煤机负载规律，为智能优化决策提供
依据。
1.4.5 能设置采煤机智能化控制参数。
1.4.6 能对惯性导航系统进行调校。
2.1.1 能掌握液压支架控制器各项功能。
2.1.2 能识别液压支架姿态并进行调整。
2.1.3 能根据工作面实际情况优化液压支架跟
2.1 液压支架运行维 机参数。
护
2.1.4 能处理液压支架咬架、倒架、钻底等异
常情况。
2.1.5 能在电液控制系统失灵的情况下，手动
操作液压支架完成相应动作。
2.2.1 能掌握各种水、油、液等介质的特性及
使用方法。
2.2.2 能掌握集成供液系统恒压供液、水处理、
2. 智 能 化 开 采 2.2 集成供液运行维
自动反冲洗及其电气控制等相关知识。
设备运行维护
护
2.2.3 能识别集成供液系统故障并进行应急处
理。
2.2.4 能优化乳化液自动配比和自动反冲洗装
置相关参数。
2.3.1 能掌握工作面运输系统通讯方式和原
理。
2.3.2 能识别运输系统设备故障并进行应急处
2.3 工作面运输系统
理。
运行维护
2.3.3 能优化工作面运输系统协同控制等相关
参数。
2.4.1 能掌握采煤机智能控制系统组成及相关
功能。
2.4.2 能识别采煤机智能化控制系统的故障并
2.4 采煤机运行维护
进行应急处理。
2.4.3 能根据工作面的地质情况优化记忆截割
的相关参数。
2.5.1 能掌握智能监控系统各种设备的设置和
维修方法。
2.5.2 能掌握工作面可视化监控系统的组成及
2.5 智能监控系统运
工作原理。
行维护
2.5.3 能识别监控系统故障并进行应急处理。
2.5.4 能备份和恢复智能化集控中心应用软件
及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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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液压支架检测检
修

3.2 集成供液系统检
测检修

3.智能化开采
设备检测检修

3.3 工作面运输系统
检测检修

3.4 采煤机检测检修

3.5 智能监控系统检
测检修

3.1.1 能掌握液压支架的智能控制系统组成及
工作原理。
3.1.2 能处理液压支架系统常见故障，并撰写
故障分析报告。
3.1.3 能恢复液压支架的各种功能，确保设备
完好率 90%以上。
3.1.4 能维护电液控系统的运行数据。
3.2.1 能掌握集成供液系统组成及其工作原
理。
3.2.2 能掌握水、油液等介质配比对液压元件
及液压系统的影响。
3.2.3 能掌握各种传感器、电磁阀等部件的工
作原理及维修方法。
3.2.4 能处理集成供液系统常见故障，并撰写
故障分析报告。
3.2.5 能更换水处理装置所需耗材。
3.3.1 能掌握工作面运输系统通讯和线路布置
方法。
3.3.2 能分析处理工作面运输系统常见故障，
确保设备完好率 90%以上。
3.3.3 能检测工作面运输控制系统送话器电池
衰减程度，并能进行处理。
3.3.4 能分析工作面运输控制系统故障原因，
并进行处理。
3.4.1 能掌握采煤机智能控制系统组成及工作
原理。
3.4.2 能处理采煤机常见故障，并撰写故障分
析报告。
3.4.3 能调校采煤机瓦斯传感器、采高检测装
置。
3.4.4 能对采煤机变频器、主控器进行参数设
置。
3.5.1 能掌握监控系统的组成及工作原理。
3.5.2 能维护监控系统的运行工况数据。
3.5.3 能分析并处理监控系统常见故障，确保
设备完好率 95%以上。
3.5.4 能检测监控系统 UPS 电池衰减程度并及
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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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煤矿智能化开采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掌握各种部件的保养周期及完好标
准。
1.1.2 能处理液压支架智能控制系统故障，恢
复液压支架正常功能。
1.1 液压支架检测检 1.1.3 能根据液压支架备件消耗情况，提供材
修
料采购计划。
1.1.4 能调校液压支架智能控制系统的传感器
及仪表。
1.1.5 能优化电液控系统运行参数，保障自动
跟机率达到 80%以上。
1.2.1 能掌握各种传感器、电磁阀等部件的工
作原理及维修方法。
1.2.2 能处理集成供液智能控制系统故障，恢
复集成供液系统正常功能。
1.2 集成供液系统检 1.2.3 能监测集成供液系统乳化液浓度及水质
测检修
状况，优化相关参数。
1.2.4 能对集成供液系统的预警和决策进行评
价，并制定实施方案。
1. 智 能 化 开 采
1.2.5 能根据集成供液系统备件消耗情况，提
设备检测检修
供材料采购计划。
1.3.1 能掌握变频调速的原理、漏电检测原理、
干扰产生的原因及消除方法。
1.3.2 能处理工作面运输智能控制系统故障，
1.3 工作面运输系统 恢复运输系统正常功能。
检测检修
1.3.3 能优化调整工作面运输系统通讯和控制
连接架构。
1.3.4 能对工作面运输系统的预警和决策进行
评价，并制定实施方案。
1.4.1 能掌握 PLC、DSP 及 CAN 总线等相关
知识。
1.4.2 能处理采煤机智能控制系统故障，恢复
采煤机正常功能。
1.4 采煤机检测检修
1.4.3 能根据采煤机备件消耗情况，提供材料
采购计划。
1.4.4 能对采煤机智能控制系统的预警和决策
进行评价，并制定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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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智能监控系统检
测检修

2.1 集中供液系统控
制设计

2.2 液压支架电液控
系统安装方案及参数
设计
2. 智 能 化 开 采
设备系统设计

2.3 智能监控系统设
计

1.5.1 能掌握电气控制设备的工作原理及故障
处理方法。
1.5.2 能处理智能监控系统通讯、传输等故障，
恢复监控系统正常功能。
1.5.3 能对智能监控系统的预警和决策进行评
价，并制定实施方案。
2.1.1 能根据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生产工艺，设
计合理的供水、供液方式及管路系统。
2.1.2 能根据智能化采煤工作面设备选型情
况，计算合适的供液压力和流量，设计供液
系统的运行方式。
2.1.3 能根据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生产系统，设
计集中供液系统布置方式。
2.1.4 能根据供回液系统布置方式，设计乳化
液回收利用方案。
2.2.1 能根据液压支架选型，设计液压支架电
液控系统安装方案。
2.2.2 能根据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生产工艺，设
计液压支架自动跟机参数。
2.2.3 能根据工作面顶底板条件及生产工艺，
调整自动补压参数。
2.2.4 能根据工作面地质条件，设置液压支架
自动动作参数。
2.3.1 能根据智能化采煤工作面生产工艺，进
行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设备选型并进行供配电
设计。
2.3.2 能根据智能化控制系统的设备选型，设
计控制系统的网络拓扑图，并确定线路类型
及敷设方式。
2.3.3 能根据工作面产能要求，设计正规循环
作业，并确定工作流程自动化控制方式。
2.3.4 能根据工作面布局，设计语音通讯控制
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布置方式。
2.3.5 能根据智能化采煤工作面设备选型，确
定设备通信协议并设计组网方式。
2.3.6 能根据工作面生产需求，选择传感器类
型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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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智能化开采
设备安装及调
试

3.1.1 能按验收标准安装支架的液压系统、电
气控制系统及各类传感器等。
3.1.2 能对支架电液控系统进行单架和成组调
试（包括移架、推溜和自动动作等）。
3.1 支架电液控安装
3.1.3 能对液压支架的电液控制系统进行联合
及调试
调试。
3.1.4 能对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并能对支架的电液控制系统进行优化。
3.1.5 能安装工作面人员精确定位系统，调试
人机安全距离智能预警及闭锁功能。
3.2.1 能按验收标准安装集成供液智能控制系
统。
3.2 集成供液系统安 3.2.2 能对集成供液系统进行单机调试（包括
水处理、自动配比、恒压供液和反冲洗等）。
装及调试
3.2.3 能对集成供液系统进行联合调试。
3.2.4 能对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并能对集成供液系统进行优化。
3.3.1 能按验收标准安装工作面运输智能控制
系统。
3.3.2 能对工作面运输系统进行单机调试（包
括运输设备启停、正反转、调速、闭锁和保
3.3 工作面运输系统
护等）。
安装及调试
3.3.3 能对运输系统进行联合调试。
3.3.4 能对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并能对工作面运输系统进行优化。
3.4.1 能根据网络拓扑图，敷设集控中心到各
种设备的通讯线路。
3.4.2 能按验收标准安装智能化主机操作系统
3.4 综合智能化集控 及控制软件，并进行参数设置，建立用户等
中心安装及调试
级并授权相应权限。
3.4.3 能对集控中心机架协同控制、煤流负荷
均衡控制、刮板输送机直线度控制、转载部
协同推进等功能进行调试。
3.5.1 能按验收标准安装采煤机智能控制系
统。
3.5 采煤机智能控制 3.5.2 能对采煤机进行单机调试（包括采煤机
系统安装及调试
滚筒升、降、左牵、右牵、加速、减速、急
停等）。
3.5.3 能对采煤机智能控制系统进行联合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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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3.5.4 能对调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并能对采煤机智能控制系统进行优化。
3.6.1 能组装和调试语音通讯、视频监控系统。
3.6.2 能按验收标准安装和调试网络通信系
统，根据网络通信协议、设备数据点表，配
3.6 网络通信系统安 置设备通信参数。
装及调试
3.6.3 能通过网络通信系统，实现工作面各类
设备参数的采集与整合。
3.6.4 能对各种网络通信设备进行协同调试及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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