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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20 年 10 月，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在 2020 年关于《绿色高

效智能动力煤选煤标准》等 3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中煤加协〔2020〕

32 号）中正式下达了《智能化选煤厂建设 第 2 部分：等级评价方法》

团体标准的制定计划，项目编号：2020013。本标准由中国煤炭加工

利用协会提出并归口。

1.2 编制单位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业内众多单位的踊跃支持，以下单

位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本标准的起草或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征

求意见期间，多家单位积极参与，多次提出修改意见，使本标准具有

了相当的实践基础，对我国智能化选煤厂建设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

煤炭行业智能选煤工程研究中心

天津美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主要工作过程

2020 年 10 月，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团体标准部正式将《智能

化选煤厂建设 第 2 部分：等级评价方法》立项。

2020 年 10-11 月，组建标准工作组，制定编制计划，项目启动。

2020 年 10 月-2021 年 12 月，编制组成员分别调研各大煤炭集团

选煤厂，调研企业的实际工作为标准编制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

2022 年 1 月-4 月，经过广泛调研和查阅资料后，中国煤炭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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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协会与主起草单位煤炭行业智能选煤工程研究中心、天津美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经研究讨论确定了标准的基本框架和编制思路，为保

证团体标准间的关联性，将标准名称变更为《智能化选煤厂建设 分

级评价》，并起草完成《智能化选煤厂建设 分级评价》草案。主编单

位的相关人员在编制中给予了充分的意见和建议。

2021 年 5 月，标准工作组召开讨论会议，确认标准编制框架，

对主要内容进行讨论，会后根据讨论情况修改形成讨论稿。

2022 年 6 月-7 月，汇总了各家的修改意见，同时修正了一些格

式，形成了团体标准《智能化选煤厂建设 分级评价》（初稿）。

2022 年 8 月，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邀请多位专家，组织召开

了团体标准《智能化选煤厂建设 分级评价》初稿研讨会，对主要内

容进行了重点审查，对各章节目录顺序提出了修改意见。

2022 年 9 月，根据专家意见，编制组继续对标准进行了修改，

形成了《智能化选煤厂建设 分级评价》（征求意见稿）。

2 本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2020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煤

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0〕283 号），明确提出煤

矿智能化发展原则、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根据指导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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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该目标，指导意见同时提出两个分阶段目标。2020 年 7 月，

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印发《关于开展首批智能化示范煤

矿建设推荐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正式从国家层面组织相关单位开

展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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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制定意在推进国家“两化融合”与“中国制造 2025”

强国战略在选煤行业的落地，贯彻执行国家八部委《关于加快煤矿智

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

选煤厂的融合应用，科学规范引导我国智能化选煤厂建设工作，稳步

推进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已于 2021 年颁布了团体标准《智能化选

煤厂建设 通用技术规范》（T/CCT 005.1—2020），该标准在编制过程

中得到了行业内的大力支持，在征求意见期间，多家单位积极参与，

多次提出修改意见，使标准具有了广泛的实践基础，颁布后迅速成为

选煤行业智能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国智能化选煤厂建设具有较

高的参考价值。在此之后，有多家煤炭企业也推出了针对自身特点的

选煤厂智能化建设分级、评价、验收的企业标准，推出团体标准《智

能化选煤厂建设 分级评价》的呼声渐高。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对加

快我国智能化选煤厂建设进程、全面建成智能矿山、大幅度提高煤炭

从业人员的幸福指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 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标准为智能化选煤厂的设计、施工、运营、管理、相关技术研

发、设备及装备研制与服务、智能化程度评价等提供基本参照。

本标准提供一个完整、系统的智能化选煤厂建设评价体系，评价

指标设置宜适用于各类型湿法智能化选煤厂，兼顾广度和深度两方面，

评价时指标选择全面但不繁琐，坚持易评估可量化的构建原则。

评价工作侧重核心工艺环节的智能化，兼顾其他环节统筹规划、

各层级均衡发展，在智能化评级打分及等级评定规则中设置核心工艺

环节智能化单项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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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选煤厂智能化评价各单项板块的重要性程度评估，结合行

业内专家以及行业内选煤企业生产管理者的综合评估意见，并借鉴了

国家能源局已发布的《智能化煤矿验收办法》的相关细则，综合考虑

设置各等级智能化选煤厂的总分评分范围以及对应的单项得分门槛

限制分值。

参评的选煤厂应具备较好的管理水平，评价设置前提条件和否决

项，参评的选煤厂应已通过《优质高效选煤厂考核标准》或已达到考

核标准的要求，方可进行后续选煤厂智能化分级评价。

4 标准的主要内容和简要说明

4.1 命名

全面完成我国智能化选煤厂建设，需要制定一系列标准共同形成

智能化选煤厂建设标准体系。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 2020 年已发布

《智能化选煤厂建设 通用技术规范》，作为智能化选煤厂建设标准体

系的系列标准之一，本标准沿用之前的标准命名规范，命名为《智能

化选煤厂建设 分级评价》。

4.2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化选煤厂建设的评价原则、评价内容以及评价

方法体系。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化选煤厂建设成果等级评定。

因分选环节是选煤厂的核心环节，本文件不适用于不含分选环节

的选煤厂的智能化分级评价。

因干法选煤工艺与湿法选煤工艺及其对应的系统配置区别较大，

本文件只适用于湿法选煤厂的智能化分级评价，干法选煤厂的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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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评价标准另行制定。

本标准作为选煤智能化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和技术依据，适用于选

煤厂、煤矿中与煤炭质量相关的部门、集团公司和分公司的选煤煤质

管理部门、信息化建设等部门进行智能化选煤厂的建设、运营、管理，

也应作为智能化选煤厂相关技术研发、装备制造、设计、总包等单位

开展工作的参考依据。

4.3 主要内容

本评价标准对选煤厂基础平台、基础自动化、智能控制、智能管

理、智能决策等方面建设内容评价。

(1)评价指标体系

智能化选煤厂建设等级的评价模型指标分为三个层级：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三级指标，以此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对选煤厂智能化评价指标的重要性程度进行评估，结合行业

内专家以及行业选煤企业生产管理者的综合评估意见，确定各项评价

指标的权重。

(2)评分计算方法

制定三级指标的详细评分办法以及加权计算方法来计算最终的

评价得分情况。

(3)评价分级与等级评定

制定初级、中级、高级智能化选煤厂的等级评定办法，包括各等

级对应的总分得分范围以及单项能力门槛限制范围。

(4)基础平台建设内容的详细评价标准

包括网络系统、云平台、数据中心、系统安全、运维平台、交互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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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础自动化建设内容的详细评价标准

包括监测与保护、生产环节基础自动化、辅助环节自动化。

(6)智能控制建设内容的详细评价标准

包括生产环节智能控制、辅助环节智能控制、生产保障智能化。

(7)智能管理建设内容的详细评价标准

包括生产管理、经营管理、机电管理、安全与职业健康管理、节

能与环保管理、协同管理。

(8)智能决策建设内容的详细评价标准

包括生产情况分析决策、经营情况分析决策、工艺效果评价决策、

产品结构优化决策。

5 实施本标准的效益和可行性分析

5.1 效益分析

本标准充分结合了行业内专家以及行业内选煤企业生产管理者

的综合意见，并借鉴了国家能源局已发布的《智能化煤矿验收办法》

的相关细则以及行业内一些煤炭企业内部颁布的标准，本标准的制定

对于引领选煤行业的智能化发展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和指导意义。通

过本标准可引导选煤厂进行智能化建设时将项目投资有的放矢，更有

针对性的提高选煤厂智能化建设水平，促进选煤厂产生更大的经济效

益。

另一方面本标准的制定推出有利于推动国家“两化融合”与“中

国制造 2025”强国战略在选煤行业的落地，进一步贯彻执行国家八

部委《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加快现代信息通信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选煤厂的融合应用，科学规范引导我国智能化

选煤厂建设工作，稳步推进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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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制定和实施对加快我国智能化选煤厂建设进程、全面建成智能矿

山、大幅度提高煤炭从业人员的幸福指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具有较

高的社会效益。

5.2 可行性分析

中国煤炭加工利用协会已于 2021 年颁布了团体标准《智能化选

煤厂建设 通用技术规范》（T/CCT 005.1—2020），该标准在编制过程

中得到了行业内的大力支持，在征求意见期间，多家单位积极参与，

多次提出修改意见，使标准具有了广泛的实践基础，颁布后迅速成为

选煤行业智能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国智能化选煤厂建设具有较

高的参考价值。在此之后，有多家煤炭企业也推出了针对自身特点的

选煤厂智能化建设分级、评价、验收的企业标准，推出团体标准《智

能化选煤厂建设 分级评价》的呼声渐高。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了业内众多单位的踊跃支持。在标准

编制的过程中，编制组成员系统调研了国家能源局以及各大煤炭集团

针对自身企业特点制定的相关选煤厂智能化建设指南、评价、验收标

准等，调研企业的实际工作为标准编制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撑。在标

准初稿编制完成后又多次组织讨论会议、并组织邀请行业内多位专家

及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的管理者进行标准评审会议。大量的讨论评审过

程使本标准具有了相当的实践基础，对我国智能化选煤厂建设具有较

高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对加快我国

智能化选煤厂建设进程、全面建成智能矿山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6 标准检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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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家能源局以及各主要煤炭集团陆续发布过一些智能化矿

山建设的验收及评级标准，附带有对选煤厂智能化建设部分的评价，

评价内容较简略。

本标准在国内已发布的选煤厂智能化建设评级标准的基础上，以

《智能化选煤厂建设 通用技术规范》为主要参考内容，针对选煤厂

智能化建设的各个环节的内容制定详细的、覆盖全面的、内容丰富的

分析评价标准，形成团体标准，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将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7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截止本标准完成编制之日，尚未发现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

强制性国家标准相冲突的情况。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9 贯彻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针对智能化选煤厂建设制定的分级评价，为推荐性标准，

在组织上建议凡标准涉及到的单位都应根据各自基础和条件，分阶段

分层次逐步实施，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反馈给起草

组，以便对本标准进行修订完善。

10 废止现行有关团体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团体标准的废止。

11 其他应予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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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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