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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智慧矿山信息化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智慧

矿山信息化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智慧矿山信息化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智慧矿山信息化

行业的现状、中国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做了重点企业

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智慧矿山信息化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智慧矿山信息化产

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智慧矿山是以矿山数字化、信息化为前提和基础，对矿山生产、职业健康与安全、技术支

持与后勤保障等进行主动感知、自动分析、快速处理，建设智慧矿山，最终实现安全矿山、

无人矿山、高效矿山、清洁矿山的建设。

     智慧矿山建设主要包括：智慧生产系统、智慧职业健康与安全系统、智慧技术支持与后勤

保障系统建设。

  

 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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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经济环境

 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 （季度更新）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 （按月度更新）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季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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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智慧矿山信息化生产工艺

 一、智慧矿山信息化技术发展趋势

  

 第二章 2015-2019年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国内外市场发展概述

 第.一节2015-2019年全球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发展分析

 一、全球智慧矿山信息化经济发展现状及预测

 二、全球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技术发展现状

 三、全球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发展概述

 第二节 2015-2019年全球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供需及规模分析

 一、全球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市场供需情况

 二、全球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市场规模及区域分布情况

 三、全球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重点国家市场调研

 四、全球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发展热点分析

 五、2021-2027年全球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第三节2015-2019年中国及全球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对比分析

 一、中国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二、中国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市场成熟度情况

 三、中国和国外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对比SWTO

 第四节2015-2019年全球智慧矿山信息化所属行业相关产品进出口情况

  

 第三章 2015-2019年我国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发展现状

 第.一节 中国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发展概述

 一、中国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发展现状

 智慧矿山系统包括了矿山的各个方面，按照通常的划分方法，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智慧生产

系统、智慧职业健康与安全系统、智慧技术支持与后勤保障系统建设。                           智慧生产



系统             包括智慧主要生产系统和智慧辅助生产系统，智慧主要生产系统包括采煤工作面

的智慧化和掘进工作面的智慧化，对于煤矿来讲，就是以无人值守采煤掘技术为代表的智慧

综采工作面和无人掘进工作面。对于非煤矿山来讲，可能是以智慧爆破采矿为代表或者以自

动机械采矿技术为代表的无人采矿工作面和无人掘进工作面系统。                               智慧职业健

康与安全系统             我国矿山安全水平已经获得了巨大提高，安全管理的目标也从&ldquo;减

少事故，减少死亡&rdquo;，提高到&ldquo;洁净生产，关爱健康&rdquo;的高度。从对于职业

生命的关注，上升到对职工健康、幸福关爱。矿山的职业健康与安全包含了环境、防火、防

水、等多个方面，子系统众多包含如下子系统：智慧职业健康安全环境系统，智慧防灭火系

统、智慧爆破监控系统、智慧洁净生产监控系统、智慧冲击地压监控系统、智慧人员监控系

统，智慧通风系统、智慧水害监控系统、智慧视频监控系统，智慧应急救援系统，智慧污水

处理系统等等。                               智慧技术支持与后勤保障系统建设             为了煤矿生产安全提

供技术保障和支持的系统，我们称为保障系统。保障系统分为技术保障系统、管理和后勤保

障系统。智慧技术保障系统是指地、测、采、掘、机、运、通、调度、计划、设计等的信息

化、智慧化系统等。智慧管理和后勤保障系统，智慧化的矿山管理后后勤保障系统，是指针

对矿山的智慧化ERP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物流系统、生活管理、考勤系统等。                

 二、中国智慧矿山信息化发展面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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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竞争力分析分析

 第.一节 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智慧矿山信息化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智慧矿山信息化企业分布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智慧矿山信息化区域消费集中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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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点企业全年营业收入对比分析

 四、重点企业利润总额对比分析

 五、重点企业综合竞争力对比分析

 第三节 智慧矿山信息化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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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2015-2019年中国智慧矿山信息化所属行业管理费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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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二、市场规模情况分析

 三、市场需求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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