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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对矿山行业极其重视，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多项

政策，推进矿山行业的升级。我国矿山作业目前正处于机械化操作时代，随着矿山工业往数字化、自动化、智

能化发展，对通信网络的要求也逐步提高。

另一方面，5G 以全新的网络架构，高带宽、低时延、海量连接的能力，已经成为各垂直行业智能化转型的关键。

将 5G 技术应用于智慧矿山，可以实现矿山生产环节的智能感知、泛在连接、精准控制，催生成熟多个智慧矿

山应用场景，比如智能采煤、智能掘进、智能巡检、无人矿卡等。5G 与智慧矿山的深度融合，将促进矿山数字化、

少人化、无人化的转型，提升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概述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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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

产业环境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我国矿业资源丰富，矿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018 年矿业年产值超过 6 万亿，占全国 GDP 比重约 7%。人民

日常生活中 95% 的能源，80% 的原材料，70% 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都是由矿业提供的。我国矿业资源主要集中在煤炭和有

色金属行业，其中煤炭占我国能源主体地位，煤炭能源生产占比 74.2%，消费占比 67.1%，每年开采量约在 35 亿吨，85%

来自井下开采。目前全国约有 6000 余座煤炭矿山，从业人员超过 300 万人。

 1

矿山智能化是产业发展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从上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研究智能开采技术，一些领先的大型矿山已经启动智慧矿山项目。我国煤矿生产经历

机械化 - 自动化 - 智能化的过程，截止 2018 年，全国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 78.5%，相比 1978 年的 32.3% 显著提升。随着电

气自动化技术的不断更新，电液控制技术不断发展，煤矿智能化逐步由单个系统智能化向多系统智慧化方向发展。预计到 

2035 年，各类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

 2

国内产业政策鼓励矿山智能化发展
煤炭行业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能源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智能化建设直接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智

能化的进程。2020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能源局等 8 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提出了煤矿智能化发展的三个阶段性目标：即到 2021 年，建成多种类型、不同模式的智能化示范煤矿；到 2025 年，大型

煤矿和灾害严重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到 2035 年，各类煤矿基本实现智能化，构建多产业链、多系统集成的煤矿智能化系

统，建成智能感知、智能决策、自动执行的煤矿智能化体系。

一些矿业大省也高度重视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和自动化 / 信息化水平的提升，例如山西省、山东省都出台了有关煤矿智能

化发展的指导文件；还有一些领先的煤矿企业，也在通过智能化来提升煤矿安全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所有这些，

为推动煤矿智能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营造了良好氛围。

 3



03

需求分析

典型场景与需求

矿山生产环境恶劣，工作环境复杂，存在大量的环境监控信息、大型设备的各类数据监控信息，需要一个可靠高效的数据

采集和信息传输系统，使能矿山的人、机、物的全面互联。从智慧矿山应用场景看，对 5G 的需求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类是以上行数据传输为主的信息采集类，比如视频信息的采集，各类传感器信息的采集；一类是以下行数据传输为主的

控制类应用，比如远程操控，自动驾驶等；还有一类是双向交互类，比如语音通信等。采集类的应用一般对上行带宽和支

持的连接数要求比较高，例如视频采集类，一台 1080p 的摄像头就需要至少 4Mbps 的上行容量；控制类的应用主要是对时

延和可靠性要求比较高；交互类业务对带宽、延迟要求中等，上下行流量基本对称。

视频监控对上行带宽有很高的要求，

一 路 1080P 的 摄 像 头 就 需 要 至 少

4Mbps 带宽，建议设计要求 60Mbps

以上，在高清摄像头密集的环境要求

会更高

远程控制、自动驾驶对时延和可靠性

都有着很高的要求，一般时延要求小

于 20ms，可靠性达到 99.999% 以上

自动巡检、自动驾驶等都有移动性的要

求；还有一些运动机械的操控，目前一

般是光缆的链接，但是由于光缆的磨损

厉害，也存在无线系统备份的需求

智能采掘
煤矿采掘工作面环境复杂，地质条件相对而言比较恶劣，水、瓦斯、顶板、粉尘等自然灾害的潜在威胁普遍存在，采掘工

作面的少人化、无人化一直是矿山智能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在作业现场部署多个高清摄像头，将现场环境信息完

整地传送到监控中心，再结合采矿设备本身的各种传感器信息上报，工作人员就可以在监控中心直接操控各类设备，从而

达到作业现场少人化、无人化的目标。目前信号传输一般采用有线的方式，但是由于液压支架、采煤机、掘进机经常需要

移动，信号传输线缆经过多次折叠后较易发生断裂，迫切需要一种更为可靠和方便的方法。

 1

矿井辅助运输 /无人矿卡
一个高效的煤矿井下运输系统能促进煤矿生产效率的提高。运输车辆实现精准的井下定位，辅以高清摄像头返回的实时图像，

能让调度员准确掌握井下的实时路况，实现对井下运输系统的定位、通信、管控、调度、导航。而所有这一切的实现都依

赖一张覆盖井下的移动基础通信网络。

无人矿卡一般应用于露天煤矿的作业现场，可以降低矿区的安全事故，减少司机的人员成本。矿用卡车配备有高清摄像头、

毫米波雷达、北斗高精度定位系统，以及车辆远程控制终端。需要一张覆盖作业面的无线网络，提供矿卡 - 矿卡，矿卡 - 监控

中心的实时通信连接，借助监控中心的调度系统，实现无人矿卡的远程操控、精准停靠、自动装卸、停车避让等作业任务。

 2

视频监控 /语音通话
视频监控 / 语音通话是矿山应用场景的一个普适需求，比如综采工作面的高清视频监控，井下巷道高清视频监控、自动巡逻

车移动视频监控等。这些场景都要求在作业现场安装矿用摄像装置，基于 5G 边缘计算和机器视觉，实现对现场环境的感知。

综合以上典型场景，智慧矿山对通信系统的基本需求，具体来讲就是：大宽带、低时延、高可靠、可移动。

 3

大带宽 低时延 / 高可靠 可移动



需求分析

数据安全要求：矿山网络业务包括作业环境感知、控制信息下发、流程调度等，具备典型的封闭生产区域的特点，

对数据安全性有很高的要求，数据不出园区，矿山通信网络业务与运营商公网业务必须保证有良好的隔离；

设备安全要求：由于煤矿井下环境特殊，瓦斯、煤尘都对设备的防爆特性有着很高的要求，因此井下安装设备必须

要通过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的认证，并获得相关的煤矿安全证书。

另外，矿山通信系统还有一些普适需求：

5G是无线基础网络的最佳选择

目前已有的移动通信网络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短板，不足以满足智慧矿山通信的全部需求。例如 WiFi 网络性能不稳定，存

在安全风险；工业专用的无线网络，如 WIA-PA/FA, WirelessHART, ISA100.11，产业链较窄，部署成本高；现网的 2G/3G/4G

无线带宽容量不够，也不支持实时性要求很高的业务。综合来看，5G 无线网络，结合光纤有线网络，共同实现矿山的全面

感知，实时互联，将是矿山通信技术的最佳选择，是智慧矿山的网络基石。

EPON

智能采煤

5G网络

通讯联络 安全监测 安全监控

有线网络

智慧矿山应用

辅助运输 智能巡检 消防救援 远程控制

应
用
层

网
络
层

感
知
层

    本安手机 本安集群 本安电话本安音箱 瓦斯 温度 粉尘 一氧化碳 读卡器 摄像头 通风 供电 皮带 采掘

图 2-1  智慧矿山逻辑分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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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慧矿山网络解决方案

5G+智慧矿山方案

组网架构

无线网络增强特性

矿山总体组网架构，可以采用井下物理专网，井上切片专网的形式。井下基站，专为矿山用户服务；井上基站，同时为矿

山用户和其他用户服务，通过无线网络切片的形式来隔离。为满足矿企对数据安全的要求，实现数据流量本地卸载，数据

不出园区，核心网 5GC 的用户面处理设备 UPF 必须下沉到矿区。UPF 的下沉同时也能为矿山关键应用降低端到端时延，数

据流直接通过 MEC 接入本地应用，避免迂回带来的附加时延。

在将 5G 技术应用于矿山场景时，会碰到很多与运营商 ToC

网络不一样的需求。比如在摄像头密集的视频监控场景，

对 5G 网络的上行带宽有很高的要求，而下行带宽需求反而

很低；在与运营商共享无线基站时，需要保证矿山应用的

数据与公网其他业务数据的安全隔离；井下环境对定位有

运营商公网5GC

5G终端
（矿山用户）

5G终端
（其他用户) 井上

井下

5G终端
（矿山用户）

公网应用

本地应用

AMF

MEC

UPF

SMF

矿山本地5GC

非关键段
关键段

本地应用
MEC

UPF

图 3-1  智慧矿山 5G 网络总架构

很高的需求，但是又无法利用卫星定位系统；矿山设备的

远程操控对时延和可靠性有着极高的要求。利用 5G 技术强

大的定制化能力，可以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进行相关方面

性能的增强，从而更好地支持矿山应用。



上行容量增强
运营商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公网网络，下行流量需求远大于上行流量，因此帧结构设计时都采用下行占用更多资源；而矿井

专用基站，由于所面对的业务大部分是感知类业务，需要把各类实时视频流以及传感器信息回传，所以对上行容量要求更高。

因此矿井专用基站可以采用优先保障上行容量的帧结构，而且由于矿井基站的覆盖范围基本上局限于井下封闭区域，跟运

营商公网网络没有重叠覆盖，因此不存在不同帧结构之间的相互干扰。

5ms 周期

2.5ms周期 2.5ms周期

D D D D D D D S U U

D S U U U D S U U U

典型的运营商公网帧结构，支持单

用户最高285Mbps上行峰值速率

上行容量增强的矿山专网帧结构，

支持单用户最高760Mbps上行峰值

速率

提升终端UL/DL速率

增强UL覆盖

D D D U(2T)

U(1T) U(1T) U(1T) U(1T)

TDD FDD

D D SS U U

图 3-2  运营商公网帧结构和矿井占用帧结构对比

图 3-3  时频双聚合技术可以同时提升上行覆盖和容量

上行容量增强的另一个技术是载波聚合，即在上行链路上同时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载波来发送数据，从而获得更高的峰值

速率。特别的是，如果载波聚合的两方中，一方是 TDD 中频段载波（比如 3.5GHz），另一方是 FDD 低频段载波（比如 2.1GHz），

那么可以通过创新的时频双聚合技术，终端发射天线灵活地在 FDD/TDD 载波之间切换，从而获得最大的吞吐量增益。得益

于 FDD 频段良好的覆盖特性，该技术不仅能增强上行的容量，而且对上行覆盖也会带来较大的增益。

5G+智慧矿山网络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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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定位
对于井下应用来讲，实时了知设备在井下的位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井下设备由于无法使用卫星定位（例如北斗或者

GPS），因此 5G 网络带来的精准定位就显得非常有价值。基于射频指纹定位算法，室内定位精度可以达到 5 米以内。

无线切片
对于矿井应用和公网应用共享无线网络的场景，可以通过无线切片来逻辑隔离。切片实施可以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基于

切片 ID + 5QI 来实现切片之间的软隔离，通过为不同的切片 ID+5QI 配置不同的调度优先级，来保障高优先级的业务；另一

种是基于无线 PRB 资源的预留来实现切片的硬隔离，这种方法对高优先级的切片保障力度更大，但会带来一定的资源利用

率降低。

•

•

满足井下各种场所定位需求

巷道

设备管理

BBU/pBridge

通过开放接口，提供
具体的位置信息

测量结果上报
适用于非视距场景，室内定位精度可达5米

基于pRRU的部署坐标，部署快捷

基于指纹算法

基于ECID算法

辅助运输 智能巡检 抢险救援

井下5G小基站

LBS应用

本地分流
MEP

LBS

频域

矿山专用切片

公网切片

预留资源

共享资源

时域

图 3-4  基于 5G 网络的井下精准定位

图 3-5  基于 PRB 资源预留的切片硬隔离

 2

 3

5G+智慧矿山网络解决方案



08

空口低时延高可靠保障
针对控制类应用场景需要的低时延高可靠保障，5G 技术在设计之初就有相应的考虑。5G 在空口传输中引入了 mini-slot 的

概念，使得关键数据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发送；而且关键数据业务（URLLC）可以抢占普通数据业务（eMBB）已经分

配的资源，尽量使能关键数据业务的低时延传输；在可靠性方面，可以通过保守调度的方式，以牺牲部分频谱效率为代价，

实现一次传输（One shot）成功率 99.999%，减少重传的同时也会带来时延的减少。

产品介绍

对于井上的覆盖，建议采用与运营商共享无线网络的形式，利用切片来隔离公网业务和矿山业务。基站射频模块的形态，

建议采用 64 通道或者 32 通道的 AAU，可以更好地满足高容量和大覆盖的需求。图 3-6 以 3.5G 频段为例，展示了宏站 AAU

的基本参数：

对于井下工作面、巷道的覆盖，由于空间有限，工程实施的便利性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因此井下设备除满足矿用防爆要求外，

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是首选。建议以 Micro RRU 或者 Pico RRU 产品为基础，增加相应的防爆功能。图 3-7 以支持 3.5GHz

频段的 5G 为例，介绍了井下多模小站的基本信息。

对于井上建筑物的室内覆盖，比如办公楼、厂房等场景，如果穿透损耗不大，可以考虑室外宏基站覆盖室内的方式；如果

穿透损耗比较大，则需要考虑数字化室分设备，以便形成室内室外的连续覆盖。

工作频段：3.4-3.6GHz

工作带宽：200MHz

通道数：64T64R

天线阵子数：192

工作频段：3.4-3.6GHz

工作带宽：200MHz

通道数：32T32R

天线阵子数：192

64通道AAU 32通道AAU

Micro RRU

工作频段：3.4-3.6GHz  （5G）

                  1.8/2.1GHz  （4G）

工作带宽：50MHz@1.8GHz

                  55MHz@2.1GHz

                  200MHz@3.5GHz

通道数：    4T4R

Pico RRU

工作频段： 3.3-3.6GHz（5G)

                  1.8GHz + 2.1GHz （4G)

工作带宽：     50MHz@1.8GHz

                  55MHz@2.1GHz

                  200MHz@3.5GHz

通道数：    4T4R

图 3-6  井上覆盖 3.5GHz 宏站射频模块

图 3-7  井下多模小站射频模块

 4

5G+智慧矿山网络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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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的射频模块通过光纤与基带处理模块（BBU）相连。矿井基站的 BBU 模块可以安装在地面机房，也可以通过防爆改造

后安装在井下。基带模块的选择，关键点是容量大、体积小，支持多制式（5G/4G/NB），并且便于功能扩展。

矿井专用 5GC，相对于运营商网络来看，对容量要求不高，但是更看重方便快捷的运维管理，灵活简单的安装部署，因此

建议采用小型化的核心网解决方案。小型化核心网通过融合同类网元，简化内部通信机制，可以最小化 5GC 的部署。小型

化 5GC 占地小，机房适应性强，而且支持按需预置，统一智能管控，满足快速部署、极简运维的理念。

大容量多制式BBU

工作制式：2G/3G/4G/5G

最大容量：支持30个64T64R@100MHz的小区

体积：88.4 x 445 x 370 mm3

能力开放：方便功能扩展，支持新功能快速叠加

图 3-8  基站 BBU 基础参数

安全认证

由于煤矿作业环境特殊，会受到瓦斯、煤尘、水、矿压等潜在自然灾害因素的影响，矿用设备的安全性能对煤矿安全生产

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国家对矿用设备实行强制性的安全标志管理，使其满足煤矿安全生产的要求。对于需要进入井下安

装的基站设备，必须通过防爆认证，并获取国家安标中心颁发的煤安证书。

5G+智慧矿山网络解决方案



10

5G+智慧矿山应用场景

5G+智能采煤

通过在工作面部署矿用 5G 基站 + 矿用前端边缘计算 MEC，将采集到的设备状态、姿态、位置和环境参数等数据以及现场音、

视频信息实时回传至采煤控制中心，控制中心的操作员发出操作指令，通过 5G 高可靠低时延网络下发给采矿设备，采矿

设备执行相应的指令，实现采煤工作面三机一架的有序协同联动和连续高效作业。5G 网络的大宽带低时延特性，使得控制

中心可以实时感知采煤现场的环境和设备工作状态，从而实现采矿设备的远程操作。

“十二五”期间，我国在煤矿智能化开采技术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研发力量，在多个方面达到了开采行业的国际领先水平。

5G 技术的引入，可以进一步加快综采工作面从自动化到智能化的转型，将工人从危险的工作面环境解放出来，提高同等地

质条件下的煤矿产量，对煤矿安全高效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采煤机震动

监测

设备联动

监测设备

跟机移架 转载机自动控制

5GC

工业云平台

超高清视频融合

低时延精准控制

泛在智能感知

工况数据采集
CPU数据运算

资源分配

身临其境

无人控制

海量数据

实时控制

系统协同调度高清视频

MEC

图 4-1  5G+ 智能采煤原理图

5G+智慧矿山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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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慧矿山应用场景

在煤矿矿井建设和生产中，有着非常大的巷道施工工作量，因此在掘进技术方面，采用新工艺、新方法、新技术来提高巷

道的快速安全掘进显得十分重要。5G 的引入，为掘进工作面设备提供了一张大宽带低时延高可靠的数据通信网络，将进一

步促进掘进工作面的智能化转型。

高清视频监控

设备自主决策

精准定位

泛在智能感知

工况数据采集
CPU数据运算

资源分配
实时控制

系统协同调度

MEC

5GC

工业云平台

5G

高清视频融合

环境异常监测

远程实时控制

掘锚设备

钻锚设备

钻孔设备

 

5G 

 智能巡检机器人

控制中心

图 4-2  5G+ 智能掘进原理图

图 4-3  5G+ 智能巡检

5G+智能巡检

通过在工作面部署矿用 5G 基站 + 矿用前端边缘计算 MEC，将采集到

的设备状态、姿态、位置和环境参数等数据以及现场音、视频信息实

时回传至采煤控制中心，控制中心的操作员发出操作指令，通过 5G

高可靠低时延网络下发给采矿设备，采矿设备执行相应的指令，实现

采煤工作面三机一架的有序协同联动和连续高效作业。5G 网络的大

宽带低时延特性，使得控制中心可以实时感知采煤现场的环境和设备

工作状态，从而实现采矿设备的远程操作。

5G+智能掘进

掘进和回采是煤矿企业生产流程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掘进技术的

先进性直接影响煤矿能否高效安全地进行生产。煤矿巷道掘进施工是

一个复杂的多工序交替进行的过程。传统掘进机与操作中心采用光纤

通信，由于掘进机的来回移动存在光缆被刮断的风险。通过在掘进工

作面部署 5G 网络，并利用 5G 的网络切片技术，为不同类型的业务提

供相应的支撑：利用 5G 的高可靠低时延特性，实现对掘进设备的远程

智能操控；利用 5G 的大宽带特性，实现现场监

控图像的实时回传。除了掘进机的远程视频监控

和远程遥控外，5G 还为锚杆机、破碎机、皮带

机等机器高清视频回传、指挥调度、AR 现场作

业 / 培训、生产数据统计等应用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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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控制中心

视频网关

摄像头+CPE

摄像头

 

井下作业环境远程专家会诊

头盔（带
高清摄像头）

智能眼镜

5G网络

图 4-5  5G+ 高清视频监控

图 4-6  5G+AR 远程指导

5G+高清视频监控

5G+AR远程指导

在 5G 网络覆盖的区域，部署矿用高清摄像装置或者红外摄像装置，

实时视频流通过 MEC 平台连接视频智能分析平台。通过对视频的实

时分析，对异常事件进行探测并告警，如塌方、人员行为异常（如不

带安全帽等）、设备运行异常、危险地带电子围栏等。摄像头可以选

用自带视频编码功能与内置 5G 通信模块的型号；在摄像头密集场景，

也可以采用不带编码功能摄像头，多个摄像头的输出连到一个视频网

关，由视频网关完成视频编码以及 5G 通信。

基于 5G 网络低时延、大带宽、高可靠通信，实现作业现场视频回传，

满足实时在线专家解答和了解现场需求；部署在施工侧 MEC 就近视

频分流和知识服务，进行业务处理，提高响应实时性，同时减少回传

视频带宽需求。

5G 

控制中心

图 4-3  5G+ 智能巡检

5G+无人矿卡

矿山场景是一个地理范围限定的区域，交通状况简单，非常适合自动

驾驶的部署；而且矿山作业条件艰苦枯燥，人员的成本比较高，因此

矿山行业对无人驾驶矿用卡车有着广阔的需求。通过在矿卡上安装高

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多种传感器，以及基于北斗 /GPS

的高精度定位，在调度系统指挥下，矿卡能基本实现自主驾驶、精准

停靠、自动装卸等作业任务。5G 网络引入后，通过 C-V2X 技术，可

以在无人驾驶矿用卡车之间，以及矿卡与监控中心之间建立可靠的通

信链接，矿卡以及周围环境的高清视频能实时回传到调度中心，从而

进一步增强了无人矿卡的安全性和灵活性。无人矿卡可以提高生产的

安全性，降低人工成本，以及由不良驾驶习惯带来的高油耗和高磨损。

5G+智慧矿山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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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时代万物互联。5G 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关键技术的结合，将深刻改变传统行业的生产经营模式。

采矿业基于自身需要，也一直在致力于自动化、智能化、安全化、无人化的转型。把 5G 相关技术应用于矿山行业，

通过生产过程智能化控制，重构煤矿核心生产体系，最终实现无人矿山、自动矿山、智能矿山。

当前，探索发掘、推广普及 5G 典型应用成为 5G+ 智慧矿山成功商用的关键。基于对矿山安全生产影响度、生

态体系成熟度、5G 标准成熟度，建议 5G+ 智慧矿山采取分阶段部署的推进方式。在阶段一，建议考虑对现有

矿山安全稳定生产影响小，5G 技术和标准成熟的一些应用，比如智能巡检、AR/VR 运维、视频监控等；阶段二，

考虑 5G 模组嵌入到相关的生产设备，引入智能采煤、辅助运输、智能掘进等应用；阶段三，各类应用已相对成熟，

总结、完善、并标准化相关的智能化应用，并同时开展更多的创新类应用研究。

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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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英文全称 中文全称

5QI 5G QoS Identi�er 5G QoS 标识符

AAU Active Antenna Unit 有源天线单元

AI Art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

AMF Access and Mobility Management Function 接入和移动管理功能

AR Augmented Reality 增强现实

eMBB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增强移动带宽

MEC Mobile Edge Computing 移动边缘计算

FAST FDD Assisted Super TDD FDD 辅助的超级 TDD

ISA Instrument Society of America 美国仪表学会

SMF Session Management Function 会话管理功能

UPF User Plane Function 用户面功能

URLLC Ultra Reliable and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 超高可靠低时延通信

HART Highway Addressable Remote Transducer
可寻址远程传感器高速
通道

WIA-PA/FA Wireless Networks for Industrial Automation – 
Process Automation / Factory Automation

工业自动化用无线网络 – 流程
自动化 / 工厂自动化

缩略语

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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