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开采数字技术应用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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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矿山开采数字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
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矿山开采数字技术应用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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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行业有关标准（标准编号与名称）
DZ／T 0078-1993
JSBZ-09-2

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定

矿山测量专业技术标准

GB 50771-2012

有色金属采矿设计规范

CH／Z 3017-2015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作业技术规程

GB/T 18316－2008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34679-2017

智慧矿山信息系统通用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数字矿山
以地测采、资安环、信系决为学科基础，以遥感遥控、网格GIS和无线通讯
为主要技术手段，在统一时空框架下，对矿山地上地下整体、采矿工程及其引起
的相关现象进行全面监控、统一描述、数字表达、精细建模、虚拟再现、仿真模
拟、智能分析和可视化决策，保障矿山安全、高效、绿色、集约开采和多联产，
实现采矿自动化、智能化以至无人矿井，推动采矿科学与技术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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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质勘查工程
在地质勘探工作中，用来揭露和追踪地质现象、矿体产状，从地表或地下掘
进的各类小断面的坑、井、槽、巷工程。
3.3 地质数据库
涵盖矿山地质勘探、生产勘探、矿山开采等阶段，包括钻探、坑探、地表槽
探等探矿数据以及生产过程中坑道编录和刻槽取样数据。
3.4 地质建模
借助于计算机图形技术、地质学、数据分析、计算科学等技术，将矿床和环
境地层生成三维网格体，实现矿体的分布、空间形态、构造以及地质属性（如品
位、岩性等）的数字化，地质模型是实现储量计算、计算机辅助采矿设计、计划
编制、生产管理以及采矿仿真的基础。
3.5 变异函数
地质统计学引入变异函数，能够反映一个矿床金属品位等特征量在局部范围
和特定方向上地质特征的变化特征（相关性和随机性）。
3.6 矿块模型
矿块模型由形状规则、大小相同或不同的六面体矿块组成，由模型原点坐标、
延伸长度、旋转角度、矿块中心点坐标、基础矿块尺寸、矿块数、矿块所载信息
基本要素组成，是矿床模型和品位估值的基本框架，是品位等估值结果的信息载
体。
3.7 距离幂反比法
是最常用的空间插值方法之一，认为被估块段地质参数与周围取样点的距离
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与待估点和样本点距离的P次方成反比。
3.8 克里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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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矿石品位和矿石储量的精确估计为目的，以矿体参数（变量）值的空间相
关为基础，以区域化变量为核心，以变异函数为基本工具的数学地质方法。
3.9 三维激光扫描
通过高速激光扫描测量的方法，大面积高分辨率地快速获取被测对象表面的
三维坐标数据，可以快速、大量的采集空间点位信息，为快速建立物体的三维影
像模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技术手段。
3.10 点云数据
通过三维扫描仪获取的海量点数据，每个点包含有三维坐标，有些可能含有
颜色信息（RGB）或反射强度信息（Intensity）。
3.11 倾斜摄影
倾斜摄影技术是国际测绘领域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项高新技术，它颠覆了以
往正射影像只能从垂直角度拍摄的局限，通过在同一飞行平台上搭载多台传感器，
同时从一个垂直、四个倾斜等五个不同的角度采集影像，将用户引入了符合人眼
视觉的真实直观世界。
3.12 露天境界优化
综合考虑矿山资源状况、开采技术条件、矿产品销售价格、矿石开采及处理
成本等多因素，实现露天矿山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复杂工作。
3.13 露天配矿
是结合露天矿山生产目标和生产技术条件限制进行矿石质量综合的系统工
程，按照一定比例将不同品位的矿石进行搭配、混匀，使其满足矿山矿石产品质
量要求。
3.14 生产计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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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地质体模型、工程模型以及矿块模型，通过设定矿石量、品位等关
键指标以及在三维可视化环境下定义约束，能够快速生成开采计划方案。
4 对应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煤矿地质测量工程、资源管理、矿产地质与勘查、工程地质
勘查、矿岩分析与鉴定；煤矿地质测量工程、工程测量技术、测量工程、测绘工
程技术；矿山安全技术、煤矿综采技术、矿山资源开发与管理、煤矿开采技术、
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技术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矿产地质与勘查、矿山地质、钻探技
术、岩土工程技术；工程测量技术、矿山测量、电子测量技术与仪器、测绘工程
技术、测绘地理信息技术；金属与非金属矿开采技术、矿井通风与安全、矿井建
设、煤矿开采技术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地质学、地质工程、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空间科学与技
术、地理信息科学、遥感科学与技术、测绘工程、航空摄影测量；采矿工程、石
油工程、岩石力学、安全工程等相关专业。
5 面向工作岗位（群）
【矿山开采数字技术应用】（初级）：主要职责是辨识地质、测量、采矿的
图纸与三维模型，并根据图纸指导现场施工。
【矿山开采数字技术应用】（中级）：根据采场回采的要求，利用三维矿业
软件完成井巷工程模型的更新与开采设计工作，并对采矿现场的施工过程进行监
督和管理。
【矿山开采数字技术应用】（高级）：根据业务的需求，完成开采系统划分、
资源量估算、开采延伸设计、开采方案优化工作，并对矿山开采设计数字化的全
过程进行管理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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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矿山开采数字技术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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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1
工作领域

矿山开采数字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了解国内外资源分布及开采现状
1.1 采矿行业认
1.1.2 了解国内外矿业集团公司基本情况
知
1.1.3 了解国内外二维与三维矿业软件现状
1.2.1 能掌握矿山地质基本术语及定义
1.2 矿山地质认
1.2.2 能掌握地质编录的基本流程
知
1.2.3 能掌握地质勘查工程数字化含义
1.3.1 能掌握矿山测量基本术语及定义
1.3 矿山测量认 1.3.2 能掌握矿山露天与地下测量内容
知
1.3.3 能正确使用经纬仪、水准仪、全站仪进行
1. 采 矿 工 程
常规测量
认知
1.4.1 能掌握露天开采基本术语及定义
1.4.2 能识别露天开采相关建设工程
1.4 露天开采认
1.4.3 能掌握露天开采基本工艺流程
知
1.4.4 能理解露天开采境界优化的内容
1.4.5 能理解露天开采生产计划编制原则
1.5.1 能掌握地下开采基本术语及定义
1.5.2 能识别地下开采相关建设工程
1.5 地下开采认
1.5.3 能掌握地下矿山八大系统基本作用及构
知
成
1.5.4 能理解地下开采典型的采矿方法内容
2.1.1 能掌握地质专业的常用图示、图例
2.1.2 能对地质图幅所包括地区建立整体概念
2.1 地质图纸辨 2.1.3 能了解图的位置，识别图的方位
识
2.1.4 能了解各岩层在图中的分布及产状
2.1.5 能分析矿体的分布、形状、产状要素、规
模及顶底板围岩特点
2. 图纸辨识
2.2.1 能掌握测量专业的常用图示、图例
2.2.2 能对测量图纸图幅所包括的地区建立整
2.2 测量图纸辨
体概念
识
2.2.3 能了解测量对象的位置，识别测量对象的
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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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2.3 采矿图纸辨
识

3.1 地质模型辨
识

3. 三维模型 3.2 工程模型辨
辨识
识

3.3 采矿模型辨
识

表2
工作领域

2.2.4 能根据测量图纸信息估算测量对象的工
程量大小
2.3.1 能掌握采矿设计的常用图示、图例
2.3.2 能对采矿设计图幅所包括的区域建立整
体概念
2.3.3 能了解设计工程对象的位置及方位
2.3.4 能对照图例了解设计对象的参数及属性
2.3.5 能根据设计图纸指导现场作业
3.1.1 能辨识矿体模型
3.1.2 能辨识岩层模型
3.1.3 能辨识构造模型
3.1.4 能辨识品位估值模型
3.2.1 能辨识通风系统工程模型
3.2.2 能辨识开拓系统工程模型
3.2.3 能辨识单体设计工程模型
3.2.4 能辨识爆破设计工程模型
3.2.5 能辨识验收测量工程模型
3.3.1 能辨识井筒模型
3.3.2 能辨识巷道模型
3.3.3 能辨识采场模型
3.3.4 能辨识井下其他主要工程模型

矿山开采数字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任务

1.1 地质数据库
创建

1. 三 维 地 质
建模

职业技能要求

1.2 地质模型构
建

1.3 地质工程设
计
2. 矿 山 测 量 2.1 测量设备使
建模
用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规范检查原始地质数据，确保输入数
据的有效性
1.1.2 能正确建立钻孔、坑槽井探等地质数据
库
1.1.3 能掌握按样品长度与台阶高度的两种样
品组合方式
1.1.4 能正确掌握区域化变量的分布规律
1.2.1 能正确、合理地进行地质解译
1.2.2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进行地质构造
建模
1.2.3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进行岩层建模
1.2.4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进行矿床建模
1.3.1 能合理进行坑探工程设计
1.3.2 能合理进行钻探工程设计
1.3.3 能正确统计地质工程的设计工程量
1.3.4 能正确对地质工程设计进行工程出图
2.1.1 能掌握全站仪所有测量功能的使用方法
2.1.2 能正确使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测量采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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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2.2 测量数据处
理

2.3 实测数据建
模

3.1 井筒工程建
模

3. 开采系统 3.2 巷道工程建
建模
模

3.3 斜坡道建模

职业技能要求
2.1.3 能正确使用 RTK 进行露天测量
2.1.4 能正确对测量设备进行保养与校准
2.2.1 能正确将全站仪的测量文件转换成数据
坐标文件
2.2.2 能正确对激光点云进行去噪、坐标转换、
拼接等数据处理
2.2.3 能正确使用 RTK 的固定端与移动端数据
解算得到测点坐标文件
2.2.4 能正确对二维图件进行数据处理
2.3.1 能在三维矿业软件中用实测数据进行地
表地形建模
2.3.2 能在三维矿业软件中用实测数据进行井
巷工程建模
2.3.3 能在三维矿业软件中用实测数据进行采
场空区建模
2.3.4 能在三维矿业软件中用实测数据进行采
剥工作面建模
3.1.1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井筒测量
数据直接初步建模
3.1.2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对井筒初级模
型进行修改与更新
3.1.3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将井筒工程模
型与其它工程模型进行拼接与组合
3.1.4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将井筒工程模
型存储成不同的文件格式
3.2.1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不同格式
的测量数据直接初步建模
3.2.2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对巷道初级模
型进行修改与更新
3.2.3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将多个巷道工
程模型进行拼接、组合与拆分
3.2.4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将巷道工程模
型与其它工程模型进行拼接与组合
3.2.5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将巷道工程模
型存储成不同的文件格式
3.3.1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不同格式
的测量数据直接初步建模
3.3.2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对斜坡道模型
进行修改与更新
3.3.3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将多个斜坡道
工程模型进行拼接、组合与拆分
3.3.4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将斜坡道工程
模型与其它工程模型进行拼接与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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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4.1 开拓设计

4.2 采准设计

4. 地下矿开 4.3 切割设计
采设计

4.4 爆破设计

4.5 工程出图

5. 露天矿开
5.1 道路设计
采设计

职业技能要求
3.3.5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将斜坡道工程
模型存储成不同的文件格式
4.1.1 能根据不同矿体赋存条件选择相应的开
拓方法
4.1.2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够根据矿体开
采条件确定主要开拓巷道位置
4.1.3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够根据矿体赋
存条件圈定保安矿柱
4.1.4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针对小规模矿
体进行简单的开拓系统设计
4.2.1 能根据矿体开采条件选择相应的采准方
法
4.2.2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矿体开采
条件确定主要采准巷道的布置方式
4.2.3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估算采准工程
量
4.3.1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采矿方法
及矿岩稳固性确定切割天井断面参数及位置
4.3.2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采矿方法
及矿岩稳固性确定切割平巷的断面参数及位置
4.3.3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采矿方法
及矿岩稳固性确定拉底巷道的断面参数及位置
4.3.4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采矿方法
及矿岩稳固性确定设计底部出矿结构
4.4.1 能掌握基本的爆破器材及其特性
4.4.2 能掌握常用的炸药种类及其特性
4.4.3 能掌握常见的爆破方法及其爆破效果
4.4.4 能掌握不同爆破方式对应的装药结构
4.4.5 能根据不同采矿方法及开采条件制定对
应的爆破方案
4.5.1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不同业务
条件自定义图纸布局、选择合理的图例及标注
格式
4.5.2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倾角等限
制条件输出矿体模型剖面图或折线剖面图
4.5.3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水平高度
等限制条件输出矿体模型平面图
4.5.4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将图件 输出
为.dwg、.pdf、.jpg 等不同格式的文件存储
5.1.1 能掌握露天道路的基本布置方式及其特
点
5.1.2 能够区分不同道路等级
5.1.3 能根据地形选择合理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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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5.1.4 能根据交通量设计道路等级
5.1.5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矿区情况
设计生产干线、生产支线
5.2.1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中长期计
划合理安排短期生产任务
5.2.2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矿体赋存
状态合理确定采掘带位置
5.2 短期计划编
5.2.3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计划任务
制
量确定采掘带大小
5.2.4 能根据矿山生产情况合理布置业务流程
5.2.5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对计划编制结
果进行动画模拟
5.3.1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矿山实际
确定排土场合理的位置
5.3.2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矿山生产
量确定排土场容量
5.3 排土场设计
5.3.3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排土的类
型确定排土场的相关参数
5.3.4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结合矿山生产
进度设计排土方案
5.4.1 能掌握露天矿基本的爆破器材及其特性
5.4.2 能掌握常用的炸药种类及其特性
5.4.3 能掌握露天矿常见的爆破方法及其爆破
5.4 爆破设计
效果
5.4.4 能布置合理的起爆网络
5.4.5 能根据不同的爆破效果设计对应的爆破
方案
表3
工作领域

矿山开采数字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正确更新钻孔数据
库
1.1.2 能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根据见矿及采空区
1.1 地质模型更 范围正确更新矿体
新
1.1.3 能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正确进行模型间的
布尔运算
1. 地 质 资 源
1.1.4 能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正确更新地质品位
分析
模型
1.2.1 能在三维矿业软件中正确构建矿块模型
1.2 矿块模型构 1.2.2 能正确对矿块模型进行变异函数及结构
建
分析
1.2.3 能正确在三维矿业软件中进行矿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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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3 资源储量动
态管理

2.1 测量设备使
用

2. 三 维 测 量
应用

2.2 测量数据处
理

2.3 实测数据建
模

3.1 采场划分

3. 开采系统
建模

3.2 分 段 / 分 层
划分

职业技能要求
估值
1.2.4 能正确验证资源模型的合理性、估值过
程的无偏差性、估值结果的准确性
1.2.5 能掌握多种约束方法统计资源储量
1.3.1 能正确计算（二）三级矿量
1.3.2 能正确计算消耗与保有资源储量
1.3.3 能正确计算储量升级量与增减量
1.3.4 能正确计算采场回采贫损指标
2.1.1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探测
溜井的堵塞与破损情况
2.1.2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扫描
全矿巷道
2.1.3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测量
矿堆体积
2.1.4 能正确选择并使用摄影测量设备测绘矿
区地表地形
2.2.1 能正确对移动式扫描仪海量点云进行数
据处理
2.2.2 能正确将扫描仪定位数据与激光点云数
据进行融合数据处理
2.2.3 能正确将无人机 POS 数据与影像数据进
行融合数据处理
2.3.1 能正确构建溜井实测模型并对挖掘分析
2.3.2 能正确构建地下矿中段巷道实测模型
2.3.3 能正确构建矿堆实测模型并计算体积
2.3.4 能正确保存矿区地表地形航测模型文件
以供其他可视化软件调用
3.1.1 能掌握三维设计软件应用操作
3.1.2 能根据采矿方法及矿体赋存条件确定采
场参数
3.1.3 能根据采场设计参数在矿体地质模型中
划分出单个采场模型
3.1.4 能对划分出的采场进行开采区域划分
3.1.5 能对划分出的采场资源赋存情况进行表
达
3.2.1 能掌握三维设计软件应用操作
3.2.2 能根据采矿方法及开拓系统确定分段/分
层参数
3.2.3 能根据分段/分层高度及范围在矿体地质
模型中划分出分段/分层区域模型
3.2.4 能对划分出的分段/分层区域模型进行采
场划分
3.2.5 能对划分出的分段/分层区域模型资源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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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存情况进行表达
3.3.1 能对开采系统所含模型进行体积统计
3.3.2 能对开采系统所含模型进行资源量统计
3.3 指标计算
3.3.3 能对开采系统所含模型资源品位分布情
况统计
4.1.1 能掌握三维设计软件应用操作
4.1.2 能根据矿山业务需求制定开拓方案
4.1.3 能够对不同的开拓方案进行经济技术比
4.1 开拓设计
较
4.1.4 能够对矿山现有的开拓系统进行延伸设
计
4.1.5 能够对矿山开拓系统进行优化
4.2.1 能掌握三维设计软件应用操作
4.2.2 能根据矿体开采条件制定详细采准方案
4.2 采准设计
4.2.3 能确定主要采准巷道的位置及形状
4.2.4 能够计算采准工程量
4.3.1 能掌握三维设计软件的应用操作
4. 地下矿开
4.3.2 能根据采矿方法及矿岩稳固性确定切割
采设计
工程布置方式
4.3 切割设计
4.3.3 能根据采矿方法及矿岩稳固性确定切割
工程参数
4.3.4 能够计算切割工程量
4.3.5 能够对比不同切割方案的经济技术指标
4.4.1 能掌握常规爆破方法的适用范围及爆破
效果
4.4.2 能根据不同采矿方法及开采条件制定对
4.4 爆破设计
应的爆破方案
4.4.3 能对爆破方案进行经济技术指标评价
4.4.4 能对爆破网络进行起爆顺序模拟、爆破
效果模拟
5.1.1 能根据采区地形选择合理的路线布置方
式
5.1.2 能根据矿区情况设计生产干线、生产支
5.1 道路设计
线、联络线和辅助线
5.1.3 能独立完成完整的道路设计方案
5.1.4 能对不同的道路设计方案进行经济技术
5. 露天矿开
指标评价
采设计
5.2.1 能进行矿山长期生产计划编制
5.2 生产计划编 5.2.2 能进行矿山中期生产计划编制
制
5.2.3 能进行矿山短期生产计划编制
5.2.4 能对生产计划编制结果进行动画模拟
5.3 排土场设计 5.3.1 能根据矿山实际确定排土场合理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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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5.3.2 能根据矿山生产量确定排土场容量
5.3.3 能根据排土的类型确定排土场的相关参
数
5.3.4 能够结合矿山生产进度设计排土方案
5.4.1 能掌握露天矿常规爆破方法的适用范围
及爆破效果
5.4.2 能根据露天矿开采条件制定对应的爆破
方案
5.4 爆破设计
5.4.3 能对爆破方案进行经济技术指标评价
5.4.4 能对爆破网络进行起爆顺序模拟、爆破
效果模拟
5.4.5 能对爆破设计方案进行爆破效果模拟
5.4.6 能依据模拟结果对起爆网络进行优化
5.5.1 能整理归纳配矿相关参数
5.5.2 能对岩芯或岩粉数据进行取样赋值
5.5.3 能对岩芯或岩粉化验数据进行筛选及去
重
5.5 露天配矿
5.5.4 能够根据生产要求对爆堆进行网格划分
并估值
5.5.5 能对不同爆堆网格进行配矿组合
5.5.6 能制定详细的配矿方案
6.1.1 能掌握矿山常见开拓系统的特点及其适
用范围
6.1.2 能对矿山现有的开拓系统进行经济技术
评价
6.1 开拓系统优 6.1.3 能从评价报告中发现开拓系统的优点与
化
缺点
6.1.4 能针对开拓系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
的解决方案
6.1.5 能对不同的开拓系统设计方案进行经济
技术指标对比
6. 开采方案
6.2.1 能掌握矿山典型的采矿方法特点及其适
优化
用范围
6.2.2 能对矿山现有的采矿方法进行经济技术
指标评价
6.2 采矿方案优 6.2.3 能根据评价报告及矿山生产情况发现采
化
矿方案的优点与缺点
6.2.4 能针对矿山整体或区域范围内提出采矿
方法优化方案
6.2.5 能对不同采矿方案进行经济技术指标对
比并从中选取最优者
6.3 露天境界优 6.3.1 能够将块段模型转换为价值模型
化
6.3.2 能够通过设置成本参数计算价值块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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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价值（利润）
6.3.3 能够以当前岩石状态设置露天开采最终
边坡角度
6.3.4 能够结合矿山生产情况判断特殊开采约
束条件
6.3.5 能够输出境界优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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