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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测控成立于1996年，是为冶金、矿山、水泥、煤炭、电力、石化、砂石骨料

等行业打造高水平智能工厂、智能矿山，为新型城市建设提供先进智慧城市解决方案

的专业公司。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矿山采选智能工厂

集成第一中标单位、国家数字矿山863科技攻关项目领军企业、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

备开发专项领衔承担单位、中国矿山两化融合委员会理事长单位、中矿联智能矿山委

员会副主任单位、国家电子工程专业设计与施工资质“双甲级”单位、辽宁省12家智

能制造标杆企业之一。

东方测控汇聚了来自国内高等学府的大学生1300余名。其中，教授级高工35人，

博士12人，硕士197人，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占公司总人数的90%以上。多年来，公

司先后承担了30多项国家重大科研攻关及产业化示范项目，获得国家、省、市科技奖

项100余项。

东方测控瞄准世界前沿科技，以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创新导向，围绕自

动化验、在线检测、自动控制、应用软件、通信导航、智能矿山、智能工厂、智慧城

市、信息安全等领域的核心技术，迎难而上、锐意创新，自主开发了一系列具有世界

先进水平的智能测控产品，为提高我国工业数字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和无人

化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凭借强大的科研团队、过硬的产品技术、完善的服务体系，东方测控的客户遍布

中国，产品远销海外。公司的选矿智能控制系统已应用于各大钢铁集团和有色金属集

团，在国内冶金矿山市场占有率达到90%以上；公司的露天矿GPS/北斗车辆智能调度

系统已在国内外50余座大型矿山成功应用，拥有80%以上的市场份额；公司的中子活

化智能装备已在国内前20强水泥集团普遍应用，占有60%以上的市场份额。公司牢牢

把握“一带一路”历史机遇，多款高新技术产品已在全球30余个国家成功应用。



系统概述

砂石骨料智能工厂，是充分利用智能检测、自动控制、GIS、云计算、物联网、大

数据等先进技术，紧密结合砂石骨料企业特点而构建的工厂智能化全面解决方案。该

系统在资源管理、采石、运输、破碎、筛分、成品储料、装车称量等各个环节实现自

动化和智能化，在生产、管理、销售各个方面实现信息化管理和优化决策。是企业建

设绿色、安全、高效、和谐矿山的重要内容，成为未来砂石骨料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

系统组成：

智能工厂基础平台

一体化智能管控平台

生产过程智能控制系统

设备故障预测和健康管理系统

智能物流一卡通系统

三维可视化管控平台

数字化采矿软件

车辆智能调度系统

核心技术：

现代无线通讯技术；

全球卫星定位 （GPS、北斗）技术；

先进的控制技术；

智能在线检测技术；

数据集成、大数据分析和智能决策分析。

建设目标：

1.实现矿山采运、生产加工和成品运输一体化管控；

2.实现资源储量的可视化管理和动态更新；

3.实现采矿环节生产效率的最大化，降低矿山运营成本，实现生产数据实时采集、

实现设备运行管理、加强对卡车司机的管理和考核；

4.提升生产环节智能控制水平，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操作无人化；实现设备全

生命周期管理；

5.保障人、机、环、管多方面安全，杜绝安全事故；

6.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7.实现环保智能化，提高环境保护水平，打造绿色矿山；

8.促进企业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的优化，提高管理决策水平。

系统应用：

根据国家智能制造2025战略方针，东方测控结合砂石骨料行业需求和20多年在

智能矿山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成功推出了砂石骨料智能矿山解决方案产品。目前该产

品已经在浙江交投集团和甘肃建投集团等企业成功应用,不仅实现了砂石骨料生产线的

全面自动化运行，无需一线操作人员，彻底实现无人化、自动化生产，并且在生产连

续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砂石产能的大幅提升；通过智能过程控制系统、智能视频监

控系统与智能管控系统的结合，全面提高了全厂的透明管控能力，不仅保障了人、机、

环和管各方面的本质安全，还有效提升了企业管理效能，降低了运营成本，给用户带

来了全新智能的管理体验，让企业走在了智能砂石生产时代的前沿。

01 02



1、网络平台

统一规划和设计网络，包括：办公管理网、智能过程控制网、视频监控网、车辆

调度通讯网等。

2、智能MCC配电

对全厂低压配电进行统一规划，可集成智能MCC系统，为砂石骨料智能工厂做好

配电基础建设。

3、视频监控

实现全厂智能视频监控网络的覆盖，并与火灾报警系统、110报警系统、智能过程

控制系统等实现集成与联动。

4、生产调度指挥中心

建设企业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和数据中心，实现对企业生产经营数据的深入挖掘和

分析利用，实现实时过程管理，提高管理效率，改善管理效果。

智能工厂基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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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述：

将数字化采矿软件、智能车辆调度系统、生产过程智能控制系统、设备故障预测

和健康管理系统、智能物流一卡通系统中的信息数据进行实时采集、统计和分析，实

现对砂石骨料的资源、生产、设备、能源、物流和安全环保全方位进行智能优化管理

和智能决策。

系统组成：

资源储量管理

生产管理模块

设备管理模块

能耗管理模块

物流管理模块

安全环保管理

系统功能：

通过与数字化采矿软件进行数据交互，实现矿山资源储量的动态管理。

通过网络连接采矿卡车调度系统和生产自动化系统，自动采集生产数据，生成统计

报表，生产数据可以自动发送到管理人员手机。

建立卡车、破碎机、震动筛、皮带机等设备的电子档案，可以按照时间周期、设

备处理量等不同模式，并结合设备预测性维护系统，自动提示设备检修内容和保养内

容，延长设备使用寿命，优化备件库存。

一体化智能管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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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采集设备运转和停机信息，统计开机率和停机次数，结合处理量，自动计算设

备效率。为提升和优化产能、平衡各工序生产能力、提升设备效率等，提供管理手段。

采集耗电量数据，结合生产数据自动计算电单耗和能源效率，实现能源精细化管

理，降低生产成本。

建立安全环保台账系统，登记发现的安全和环保隐患，跟踪整改过程，不断提升

企业安全环保水平，助力绿色矿山建设。

通过手机APP可以对设备、生产、安全等相关信息进行录入、查询、上报审批、

消息推送等，为日常生产管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

提高了生产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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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智能控制系统

系统概述：

紧密结合砂石生产的工艺特点，实现设备的状态监视、逻辑联锁与保护，实现生

产过程的优化，实现产线操作无人化，确保砂石生产的安全、稳定、高效运行，最终

达到企业安全环保、节能降耗、增产增效的目的。

系统组成：

设备状态监控系统

顺序控制与联锁保护系统

仓储布料智能控制系统

矿石图像智能识别系统

产线负荷平衡优化系统

智能环保监控系统

系统功能：

通过对设备的电流、电压、皮带的跑偏和打滑、破碎机自带的控制系统等信号的

采集或通讯，实现设备状态的全方位监控、异常报警等功能，达到设备透明化管控的

目的。

对生产设备、区段及全流程，设置各种情况下的控制方式和优先级，实现本地与

远程控制自由切换、联锁保护与控制、全流程一键启停等功能，保证设备控制安全，

达到简化操作、安全生产的目的。

对各成品仓，进行料位实时监测，自动控制布料小车，实现各料仓的自动布料、

优先布料，达到智能控制物料仓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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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我公司自主研发的矿石粒度图像分析技术，对破碎产品的粒度、粒形进行实

时在线检测分析，为破碎生产提供调控依据，提高破碎的智能化程度。

通过对料仓料位、破碎机与振动筛负荷的实时检测、分析判断和自动控制，实现

各生产设备负荷的最优化和各工艺段负荷的平衡，达到全流程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目的。

对生产车间的粉尘、水质等环保指标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并与除尘、污水处理等

环保系统实现智能连锁控制，同时可进行环保指标异常报警，达到改善作业环境、绿

色生产的目的。

效益分析：

1、提高作业水平，提高岗位效率，减少一线操作人员数量；

2、提高设备运转率、降低故障率；

3、可降低能耗3%以上；

4、减少生产工艺波动；

5、改善安全生产作业环境；

6、保证生产环保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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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述：

实现设备的预测性维护，减少点检人员，减少非计划停车，提高设备运转率。

系统组成：

在线/手持信号采集模块

专家知识库

数据分析系统

上位机显示系统

系统功能：

对重要设备，利用先进的在线或手持传感器，自动在线或手动采集设备的声音、

震动、温度等数据，结合系统的设备状态专家库、设备故障专家库，运用大数据、云

服务等先进技术，进行智能专家诊断，实现设备当前运行状态的判断和未来状态的预

测，对潜在故障隐患进行提示，并可精确定位故障部位、记录故障数据、监测故障劣

化趋势。同时，运用专家系统的自学习机制，将异常和故障数据存入系统的专家知识

库，以更精准地诊断未来的设备运行状态，实现设备的预测性维护，取代故障后抢修。

保障设备运转率，减少非计划停车时间，提高设备运转率。并可为备件库存管理提供

服务，优化备件库存，减少备件资金占用。

设备故障预测和健康管理系统

效益分析：

1. 提高设备可靠性，减少非计划停机，避免出现人员安全事故，降低生产损失。

2.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避免对设备的过程维修和欠修，提高工作效率。

3. 可以减少零件库存，降低资金占用。

4. 提高设备利用率及资产回报率。

5. 减少设备点检人员，降低点检人员劳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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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述：

在车辆进出厂、产品装车、称重过磅、销售结算等环节，进行自动跟踪和操作，

实现物流业务“一卡通”。

系统组成：

物流计划平台

无人门禁系统

自动装料系统

智能称重管理系统

运输管理系统

系统功能：

实现了运输车辆信息和业务信息的有效集成，在线物流计划实现供应商/客户自助

登记物流计划派车。

智能物流一卡通系统 利用无人门禁、自助制卡系统，实现物料进出厂门禁处、制票环节无人化，实现

进出厂物料的智能管控。

通过成品仓或装车仓料位检测、仓门自动控制、RFID身份信息识别、视频监控、

语音和电子屏提示等系统，实现装车的远程自动控制，提高装车效率，减少装车环节

操作人员。

通过车辆自动识别、车辆自动过磅、过磅数据的自动采集，实现磅房无人值守和

地磅称重远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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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RFID卡，实现销售开票系统与门禁刷卡系统、装料系统、称重系统的信息交

互和共享，杜绝信息错误，提高物流运输效率。

系统概述：

系统以矿山基础信息、生产数据为基础，结合矿山资源与开采环境建立三维数据

平台，为矿山的生产过程和设备运行提供智能的监控和管理服务，共包含七个方面：

矿山三维虚拟仿真、矿山装备模型库及材质库、自动化数据集成、生产过程数据集成、

安全管理、生产作业过程管控、实时监控及显示。

系统功能：

基于三维GIS平台实现矿山三维地理信息系统，按照矿山实际数据构建露天矿山

安全生产作业场景，支持倾斜摄影航拍地图的集成和导入。

支持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数据接入标准规范，系统可通过OPC、TCP/IP等协议，接入监

测监控、卡车定位数据、人员安全定位系统。

三维可视化管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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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卡车智能调度系统、数字化采矿软件，实现矿山生产实时监控管理，实现生

产管理的可视化。

集成视频监控系统、边坡监测系统、人员安全定位系统、防疲劳驾驶系统、防碰

撞预警系统等实现矿山生产安全管理可视化。

驾驶员行车监 车辆防碰撞预警

驾驶员防疲劳驾驶预

三维可视化管控平台为矿山资源管理、生产管理和安全管理提供了统一的展示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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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述：

数字化采矿软件是矿山设计开采的工具软件，通过对矿体资源的数字化，为矿山

日常生产过程中的储量计算、生产计划编制、爆破设计、工程出图等提供可靠的手段。

系统功能：

能够根据矿山不同阶段的勘探数据（包括钻孔数据、探槽数据、潜孔数据），进行

矿体模型、岩体模型、断层模型的建立。并能够在矿山地质模型基础上，随后期生产

勘探数据增加，进行更新，地质模型可用于储量的保有量计算，同时用于矿山计划编

制，生产组织，作为平台数据的一部分。

数字化采矿软件 支持传统地质法和地质统计学法进行储量计算；支持储量分析、台阶保有量管理、矿

量管理和消耗矿量管理等。

能够根据矿山地质资源情况和开采现状，编制矿山长远、中短期生产计划，组织生

产。根据露天矿开采计划的编制流程，实现在虚拟采场环境下开采计划的智能编制，提

高计划编制的效率和计划的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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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技术人员现场布孔、测孔后，将炮孔位置信息上传至系统平台，系统可以自动生

成炮孔图，设置爆破参数后，生成爆破计划，通过系统平台进行网络审核，实现无纸化办

公。

系统概述：

综合运用现代高新信息化技术，包括全球卫星定位（GPS &北斗）技术、GIS、无

线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系统工程理论、最优化技术等手段，对露天矿主要采掘运输

设备（卡车、电铲/挖机、钻机、洒水车、平路机、推土机、加油车等）的位置及工作

状态进行全天候监控，实现对卡车、电铲/挖机等采矿设备的实时自动优化调度，达到

优化生产、提高产量、降低油耗、保障安全的目的。

车辆智能调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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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组成：

智能卡车调度系统由调度中心、无线通讯系统、智能车载终端三大部分构成。

系统功能：

优化调度

系统会自动采集设备的状态、位置，并根据电铲/挖机装车能力、卸点卸载能力、

路径运行时间，结合人工设定的现场规则和生产计划，自动形成系统优化调度的数据

基础。经优化计算后，系统会实时给出当前条件下的最优调度方案。优化调度包括路

径优化、排车排产计划、车流规划、派车计算、分区调度等子功能。

设备管理

系统可提供实时的设备状态运行图表和设备信息管理看板，用于跟踪所有设备的

实时运行状态，同时计算出实时的设备利用率、实动率等数据。所有的设备都有作业、

延误、故障、备用四种状态。

自动计量

系统自动记录每台卡车的装车地点、 卸车地点及运行路线， 从而可自动计算出各

装载点产量、各排卸点产量、各区域产量、各司机产量、各卡车产量（车数）及运行

吨公里等，避免人工计量产生的错误，为承包计酬提供可靠依据。

地图监控

自动采集生产设备任何时间点的信息，如设备本身的名称、当前的位置、速度、

方向等信息，操作人员的工号、姓名等信息，作业物料种类等信息。保证调度员和其

它管理者及时掌握关键信息，以便合理有效地组织生产及安排维修。

地图编辑

矿山地理信息系统，采用完全自主研发的GIS系统平台建立矿山地图，并实现工

程位置数据管理，实现道路网线、境界边界线管理。

系统提供专业的地图编辑工具，方便地图的编辑。可增加、编辑、修改矿区的道

路和区域形状，编辑说明内容等，可录入、编辑、修改装载点、卸载点、加油站、停

车场、检修点等关键区域的信息。

生产回放

系统提供了查询往日的历史消息记录的有效工具；可以选择全部、部分或单台设

备进行回放，当生产出现有争议的事件后，再现过去任意时刻、任何设备的生产状况，

为管理者提供客观数据，为处理争议提供原始依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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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效率分析

自动分析主要生产设备的实时效率，在报表中展示采掘运输设备详细的生产过程。

数据报表

生产数据自动生成报表并长期存储在数据库，授权用户使用浏览器即可实现查询、

检索、汇总，WEB查询、统计报表可以很方便的导出并打印。

报警系统

对矿山设备非正常生产情况进行总结，并及时给出警报。警报包括超速、越界、

驶离路线、无故停车、欠车、压车等各类报警设置。

效益分析：

■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矿山运营成本

■实现生产数据实时采集

■实现设备运行管理

■加强对卡车司机的管理和考核

1、全生命周期所有环节的技术服务能力

东方测控具备从规划源头开始，提供智能工厂总体规划、分系统设计、建设实施、

维保、培训、集成、升级等全部服务的能力。

2、技术和产品优势

从车辆智能调度系统、生产过程智能控制系统、设备预测性维护系统、智能物流

系统到智慧管控系统，东方测控均具有成熟的产品和技术，并且具有数百个现场成功

应用案例。

东方测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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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础、应用、智能化的一体化集成能力

东方测控综合利用实时数据采集技术、数据中心技术、工作流技术、大数据分析

技术、业务建模和数字化建模技术，结合智能算法、设计和组织经验为智能工厂协同

运转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4、集团管控系统与智能工厂的信息集成

东方测控可以将集团和生产企业之间在资产、资源、生产、供应链、营销、风险

管理等方面进行信息交互和数据呈报，从而发挥集团优势，提升企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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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项目实施能力

东方测控可以提供分包、总包、交钥匙各类工程承包服务，20多年项目经验确保

工程进度和质量。

6、持久的技术提升和保障能力

东方测控可以提供远程在线监控服务和驻厂维保服务，免除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后

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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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辽宁省丹东市沿江开发区滨江中路136号

电话：0415-3860888

传真：0415-3860611

邮箱：scb@dfmc.cc

网址：www.dfmc.cc

售后服务

电话：0415-3860999

传真：0415-3860999

邮箱：service@dfmc.cc 2020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