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中色学字〔2018〕12 号

关于举办全国智慧矿山与数字矿山建设关键技术

及智能化、信息化管理高级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数字矿山作为国家战略两化融合在矿产资源行业的应用，对

新常态下矿山企业发展影响越来越深。数字矿山建设是用信息技

术改造传统矿业的重要战略举措，是矿山企业面临的重大建设任

务。智能采矿的实现将带来矿业科技的重大跨越，是化解采矿高

危行业风险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的数字矿山建设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显著提升了矿山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取得了

丰富的科研成果和技术经验。

国家《“十三五”资源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提出“为全

面提升我国矿山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推动传统行业的转型升

级，充分利用现代通信、传感、信息与通讯技术，实现矿山生产

过程的自动检测、智能监测、智能控制与智慧调度，有效提高矿

山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收益率。”智慧

矿山建设任重道远，矿业界急需大力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https://www.huodongjia.com/tag/1304/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数字矿山建设成效，推动矿山企业信

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交流数字矿山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

的成功经验，实现智慧矿山与绿色安全矿山建设目标,中国有色

金属学会决定举办“全国智慧矿山与数字矿山关键技术及智能

化、信息化管理高级培训班”。届时邀请著名相关专家授课，采

取专家集中授课和提问答疑的互动交流培训模式。望有关部门积

极组织或选派本单位、本系统有关人员参加。

一、主要内容

（一）《中国数字矿山进展及其新内涵》

1、当前我国数字矿山新进展；

2、数字矿山建设总体规划、建设经验与示范；

3、两化深度融合促进数字矿山技术进步的成果与经验；

4、基于大数据视角的矿产资源全产业链分析数字矿山。

主讲人：中国矿业大学环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大

学 3S 与数字矿山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 吴立新

（二）《数字矿山发展现状与智能开采未来》

1、新常态下有色金属矿业创新发展与对策；

2、当前国际矿业领域实施无人采矿的计划和发展现状；

3、数字化采矿-智能开采技术研究进展；

4、深地矿床智能采矿技术。

主讲人：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矿山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杨小聪

（三）《智慧矿山与数字矿山建设关键技术》



1、智慧矿山新进展与发展动态；

2、数字矿山建设和矿山信息化智能化相关专题介绍：矿山

信息化智能化、矿床地质建模与储量计算动态管理、优化开采设

计、品位控制技术、网络解算与调控、矿山安全生产智能调度与

控制、压通排运设备远程集中控制、灾害远程监测与预报等。

主讲人：中南大学数字矿山研究中心主任、中南大学资源与

安全工程学院教授 王李管

（四） 矿山生产运营系统智能化技术与数字矿山可视化、信

息化及智能化管理

1、我院在矿山智能化建设方面的思路；

2、智能采矿新工艺、新方法与数字矿山；

3、地下采矿无轨智能化装备、智能化提升运输系统及矿山

智能化信息管理平台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4、基于互联网+矿山的“云智矿”理念，研究、运用移动互

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安全、

效率和成本”为目标，设计制订智能矿山建设的整体规划，解决

制约矿山企业生产中所面临的关键性和共性技术难题，努力为矿

山企业的提质增效服务；

5、数字矿山可视化、信息化及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与运行。

主讲人：国家金属采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湖南长沙矿

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院总工程师、数字矿山实验室主任周爱民

教授

（五）《金属矿山数字化技术进展》



1、金属矿采矿科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2、“区域矿山”建矿模式与集约化开采技术；

3、矿产资源绿色开发设计与闭坑设计

主讲人：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胡乃联

（六）《数字矿山技术与智能采掘设备的发展与应用》

1、矿山装备智能驱动发展趋势；

2、地下矿山三维数字化；

3、深井开采智能化采、装、运设备的遥控与自动定位；

无轨采矿与装备技术。

主讲人：江苏省矿山智能采掘装备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中

国矿业大学教授 王世博

二、参加对象

有关矿业企业、科研机构、设计院所和大专院校的地质、采

矿、安全、测量、岩力、矿机、自动化、信息化等专家学者、工

程技术、经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生产厂矿、矿业软（硬）

件开发、矿山监测仪器仪表及设备制造厂商等。

三、时间及地点

第一期：2018 年 05 月 24 日—05 月 28 日（24 日全天报到）

地 点：成都市（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第二期：2018 年 06 月 07 日—06 月 11 日（07 日全天报到）

地 点：南昌市（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四、有关费用与报名办法

（一）培训费 2380 元。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二）参加学习的学员请于每期班开班前 3 日传真或邮箱

至：（010）69701680（传真） kuailenuli@126.com

（三）培训结束后，由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颁发《矿业企业从

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证书》。

联系人：姚  伟  关  博 13693512633

李 芳 15727373609 010-63971460

附件：报名回执表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2018 年 3 月 22 日



附件：

全国智慧矿山与数字矿山建设关键技术及智能化、

信息化管理高级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经研究，我单位选派下列同志参加学习（加盖单位公章）：

单位名称

地 址 邮编

联 系 人 传真

电话+区号 手机

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电话（手机）

培训讨论内容征求意见调查

您对培训学习内容有何意见与建议 您所希望增加的培训学习内容与专题

注：此表不够，可自行复制；如时间紧迫，可电话、传真报名。

电话（传真）（010）69701680  kuailenuli@126.com

联系人：姚  伟 13693512633

mailto:cehui5170@vip.qq.com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中色学字〔2018〕13 号

关于举办全国矿业采掘爆破与高效开采新技术、新工艺及爆破

作业安全管理高级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矿山爆破新技术、新工艺和爆破作业安全技术培训，对提高

相关人员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改善矿山爆破质量和作业安全、

降低采矿成本和实现安全高效采矿具有重要作用，也是推动矿山

科技创新、建设绿色安全矿山的重要措施。

为提高矿山工程技术人员的爆破安全意识、传授安全爆破新

技术新工艺，介绍爆破新材料新仪器，促进矿山爆破技术的进步，

减少爆破作业的安全事故，实现绿色安全矿山建设目标,中国有

色金属学会决定举办两期全国矿山爆破作业安全与爆破新技术

新工艺高级研讨班，邀请我国著名采矿爆破专家、炸药和爆破器

材制造企业、经验丰富的矿山现场爆破专家和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的相关专家授课，采取专家集中授课和代表提问、专家答疑的

互动交流培训模式，以解决矿山企业在爆破作业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望有关部门积极组织或选派本单位、本系统有关人员参加。

一、主要内容

专题一：矿山爆破技术前沿与智能爆破新进展

主讲人： 韩新平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露天矿山研究院教授

内 容：（1）基于物联网的露天矿智能爆破系统设计；（2）

爆破安全评价；（3）爆破设计、施工、现场管理的智能化；（4）

爆破危害智能监测，爆破远程测振智能化

专题二：矿山爆破智能化设计与施工新技术

主讲人：璩士杰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内 容：（1）爆破振动预测等效距离公式；（2）台阶炮孔

爆破数字化设计方法及运用；（3）爆破智能化设计与施工

专题三：地下空区处理大爆破技术

主讲人：陈际经 五矿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

内 容：（1）采空区治理概述；（2）空场法采空区泄压天

窗爆破；（3）崩落法采空区泄压天窗爆破；（4）群空区作用下

矿柱回采关键；（5）爆破器材的检测和爆破网路的测试；（6）

非电爆破网路传爆可靠性核心技术理论

专题四：地下矿山大直径深孔爆破与高效采矿技术

主讲人：解联库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矿山

工程研究设计所副所长、中国工程爆破协会理事

内 容：（1）井下开采安全爆破技术；（2）井下大孔、深

孔爆破技术；（3）空区处理和矿柱回收大爆破控制；（4）地下

矿山装药台车的使用与发展；（5）地下上向中深孔、深孔的特



点及装药问题；（6）大直径深孔采矿爆破振动

专题五：矿山岩石爆破技术的数字化发展

主讲人：李清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现代爆破技术应用研

究所教授

内 容：（1）爆破过程数值模拟及效果预测技术；（2）电

子数码雷管高精度延时爆破技术；（3）三维露天矿台阶爆破智

能设计系统；（4）爆炸加载数字激光动态光弹性分析

专题六：金属矿山地采转露采开采方法与安全作业技术

主讲人：崔晓荣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博士

内 容：（1）露天大爆破技术与安全；（2）爆破器材发展

及安全可靠性；（3）爆破危害效应测试与爆破作业安全；（4）

安全环保爆破材料创新；（5）爆破安全作业管理

二、参加对象

各有色、冶金、化工、煤炭、非金属矿、黄金、建材等领域

的矿山、采矿、选矿厂、矿物加工厂及生产企业管理人员、科研

及生产技术人员；爆破工程、爆破技术、实验检测、产品设备、

材料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教学科研人员。

三、时间及地点

第一期：2018 年 05 月 18 日—05 月 22 日（18 日全天报到）

地 点：昆明市（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第二期：2018 年 06 月 07 日—06 月 11 日（07 日全天报到）

地 点：厦门市（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四、有关费用与报名办法



（一）培训费 2380 元。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二）参加学习的学员请于每期班开班前 3 日传真或邮箱

至：（010）69701680（传真） kuailenuli@126.com

（三）培训结束后，由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颁发《从业人员继

续教育培训证书》。

联系人：姚 伟 关 博 13693512633

李 芳 15727373609 010-63971460

附件：报名回执表

中国有色金属学会

2018 年 3 月 22 日



附件：

全国矿业采掘爆破与高效开采新技术、新工艺及
爆破作业安全管理高级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经研究，我单位选派下列同志参加学习（加盖单位公章）：

单位名称

地 址 邮编

联 系 人 传真

电话+区号 手机

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电话（手机）
参加

地点

培训讨论内容征求意见调查

您对培训学习内容有何意见与建议 您所希望增加的培训学习内容与专题

注：此表不够，可自行复制；如时间紧迫，可电话、传真报名。

电话（传真）：（010）69701680 kuailenuli@126.com

联系人：姚  伟 13693512633

mailto:cehui5170@vip.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