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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乔帅

中国兵器北重集团北方股份公司自

1988 年由中外合资组建成立至今，已有 33
个年头。目前，北方股份公司矿用车占据国内

80%以上市场份额，国外市场拓至全球 67 个

国家和地区，累计总销量全国第一，位居世界

第三，2020 年成功进入澳洲和欧洲两大矿业

高端市场。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作为全球六大

主流矿用车制造商之一，北方股份公司必然

要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市场的激烈竞争和

行业的深度调整,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矿用车

行业也迎来了风口，随着无人驾驶、新能源、

智能制造等一系列高科技融入矿车行业，创

新，迫在眉睫。

面对大势所趋，进则沃野千里、退则悬崖

绝壁，即便是满路荆棘，也要走创新这条路。

北方股份公司始终秉持“研制全球性价比最

优矿车，纵向延伸产业链，提供矿山运输系统

解决方案，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运行成本最

低和客户价值最大化，打造世界一流矿用车

企业”的发展战略，坚持以创新站上矿用车行

业风口，用实干拓展市场宽度。

无人驾驶不是炫技 是市场所需
在露天煤矿区当矿用车司机是一种什么

样的体验？答案是：这是一份常人难以长期忍

受的工作。夏天酷热、冬天极寒，风沙频繁光

顾，作业环境恶劣。不单如此，在煤矿区驾驶

矿用车还是一份机械重复性高、危险性高的

工作。现如今，哪怕一个月给出一万多的工

资，矿用车司机也越来越难招。

这种情况下，无人驾驶矿用车的研制迫在

眉睫。北方股份公司作为国内矿用车生产企业

龙头，毅然担负起了研制生产无人驾驶矿用车

的重任。起步较晚，国内没有任何技术可供参

考，研发团队深入各地大型矿场实地调研，矿

场作业环境复杂、危险，他们跟随矿车驾驶员

作业，采集大量矿用车行驶数据，记录各类生

产场景，了解矿用车作业的全流程……他们把

国外企业 10 年才能研究出来的技术，仅用 3
年时间就攻克下来，创造了奇迹。

在 5 家国内顶尖产学研机构的协助下，

北方股份公司 2019 年研发的无人驾驶矿用

车在自主驾驶、自动作业、环境感知、行为控

制和决策、定位及导航等关键技术上，均实现

了 24 小时无人驾驶循环作业。

北方股份公司产品研究院副总设计师、

无人驾驶矿用车项目负责人王逢全介绍说：

“北方股份公司完成了国内首台无人驾驶矿

用车的研发，中国智能制造的产品进入到一

个新高度，作为国内矿用车行业的引领者，我

们现在有足够实力和国际巨头角逐。”

目前，北方股份公司研发生产的无人驾驶

矿用车已经实现批量销售，在国内多个矿山小

批量运行。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上

第三个涉足矿用车无人驾驶技术的国家。

无人驾驶矿用车是推动中国露天矿山智

能化建设全面实现由“规模产量”向“质量效

益”，“劳动密集”向“技术创新”，“传统开采”

向“智能开采”，“高危生产”向“本质安全”转

变的重要手段，为世界无人采矿提供中国技

术、中国标准、中国品牌。

“耗油大户”变身“节能高手”
绿色发展是当今高质量发展的主色调，

新能源的推广使用一直成为国家政策的热

点。根据最新发行的《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

规范》，建设绿色矿山，在运输工具的设备采

购上，推进使用新能源矿用车，这意味着，将

会在率先使用新能源矿用车上的矿企做些政

策倾斜。随着政策的推行，新能源矿用车的市

场蓝海将会更加值得期待。

近年来，北方股份公司持续加大在新能

源领域的研究力度，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为各

类矿山用户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定制化矿用车

产品。

TR50E 是北方股份公司自主研发的首款

纯电动非公路刚性矿用自卸车，也是国内首款

50吨级纯电动非公路刚性矿用自卸车。其成

本低、无污染、运转快、安全高、智能化的特点，

符合矿山未来高效率、高质量、绿色化的发展

趋势。“虽然，新能源矿用车是大势所趋，也在

环保节能高效上有很强的优势，但让大家接受

新能源矿用车也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因

为产品可靠性都是用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

的。对于终端的用户，讲技术讲趋势这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保障。”北方

股份公司产品研究院结构设计所工程师、

TR50E纯电动矿用车项目负责人王英杰说。

对新能源车来说，续航里程最受关注。

TR50E 新能源纯电动矿用自卸车综合续航里

程可达到 300 公里，其自动充电功能让矿用

车续航更为可观，配备 420kWh 长寿命动力

电池，充电时间短，续航里程长，正常情况，一

次充电可满足一天使用需求。

“我们的目标是为用户提供高效低耗、具

备全生命周期运行成本优势的矿用车，降低

矿山运营成本，帮助用户取得成功。”北重集

团董事、北方股份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邬青

峰在接受行业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

TR50E 目前在矿山运行良好，已经和矿

山燃油车同步进行运输工作。环境效益突出、

经济效益一流、安全性能优异、舒适性强……

TR50E 的成功研制是北方股份公司主动探索

新形势下的矿山运营模式，积极响应“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建

设的生动实践。

■ 杜建堂

11 月 9 日，在 312 国道南阳蓝天燃气茶

庵加注站，王庆飞为一辆重型卡车加注完

LNG 后，忙着为一辆出租车加注 CNG。
作为站长，王庆飞工作很辛苦，有时候忙

起来顾不上吃口热饭。辛勤劳动，养家糊口是

他必须为家庭幸福生活承担的责任。但是，他

不知道，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也在为国家碳达

峰攻坚战，在默默地行动着，承担着清洁能源

领域一个服务者的社会责任。

10 月 24 日,国务院颁布《2030 年前碳达

峰行动方案》，要求加快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绿

色变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

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确保如期

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目标。

什么是碳达峰？王庆飞不是很清楚，但是

他知道 LNG 作为清洁能源越来越受到国家

的重视，现在进站加气的车辆越来越多，平均

每天达 100 多辆，平均每月销售 LNG1000 多

吨。专家在媒体上解释，采用 LNG 作为车船

用燃料能在消耗同等数量燃料时降低 14%到

16%左右的碳排放。以一辆重型卡车年平均

运行 10 万公里为例,一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 87.5 吨。看了媒体上专家的解释,让王庆

飞明白自己的工作与国家的碳达峰行动有着

密不可分的关系，让他顿时感到在平凡的岗

位上，干着社会责任重，使命伟大又光荣的

事。王庆飞内心充满了对职业的自豪感。

《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支持车船使用

液化天然气作为燃料。”王庆飞所在的南阳市

蓝天燃气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是

一家以 LNG 贸易为核心，集上游气源采购、

中游储存运输、下游终端销售为一体的民营

企业。该公司自有 LNG 运输车辆 130 多台，

承揽了国内诸多 LNG 接收站、LNG 液化厂的

贸易分销业务，年销售 LNG 达 100 万吨。分

布在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及干线公路上近

20 座 LNG 加注站，为南来北往的车辆提供着

源源不断的清洁燃料。该公司拥有储存能力

达 3000 立方米的 LNG 调峰储备库一座；参

股拥有储存能力达 20000 立方米的豫西南

LNG应急储备中心，可以有效应对突如其来

的“气荒”。

《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有序引导天然

气消费，优化利用结构，优先保障民生用气，

大力推动天然气与多种能源融合发展，因地

制宜建设天然气调峰电站。合理引导工业用

气和化工原料用气。”

实现碳达峰目标，以 LNG、CNG、PNG 等

不同形态储存的天然气有着不可推卸的责

任。LNG 是液化天然气，CNG 是压缩天然气,
PNG是管道天然气。在国家实施的碳达峰行

动中，南阳蓝天燃气更加明白自己的责任是

进一步引导天然气消费，让不同形态的天然

气在生产、生活中为实现碳达峰目标发挥积

极有效的作用。

11 月 9 日，与王庆飞工作的加气站一墙

之隔的 CNG 母站，10 多辆管束车正在充装

CNG。操作工秦旭忙得一头汗。他介绍，目前，

CNG 母站每天充装运送 80000 多立方米气，

为当地牧原集团、赊店酒厂等 17 家工业用户

提供清洁能源。年加工量 1 亿立方米的 CNG
母站，在满足当地城镇天然气市场需求、保障

工商业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保障民生用气方面，南阳蓝天燃气拥

有西气东输二线的取气权，通过自建的 1900
多公里输气管道，可以把管道天然气（PNG）
输送到辖区内近 30 万用户家里。位于茶庵能

源基地的 LNG 调峰库，作为储备“气源”让百

姓生活无后顾之忧。

天然气作为“低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

量比煤炭低近 50%。2018 年，在南阳市宛城

区政府的支持下，南阳蓝天燃气实施天然气

“村村通”工程。宛城区农村人口 25 万多人，

按照“管道燃气（PNG）村村通”项目整个管道

工程接入的供气规模计算，每年可替代柴、煤

4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15 万吨、二氧

化硫排放 3500 吨、氮氧化物排放 2720 吨。

南阳市唐河县马振扶镇郭桥村位于石柱

山下，全村 25 户。为了让这个偏僻山村的村

民用上天然气，2020 年初，南阳市蓝天燃气

投资 50 多万元，为郭桥村铺设中压天燃气管

道。今年 2 月，该村村民用上天然气。村民温

清新说：“用上天然气，家里干净多了，空气也

没有了烟熏火燎的刺鼻味道。”

11 月 9 日，同唐河县马振扶镇郭桥村相

距 60多公里的源潭镇仝庄村，南阳蓝天燃气

的施工人员正在敷设天然气管道。这条 17 公

里的管道预计年底建成后，源潭镇的 2000 多

户村民可以用上来自国家管网西气东输的天

然气。村民仝军说，他不知道什么是碳达峰，

只知道用天然气做饭比用柴火和煤做饭不呛

鼻子，干净卫生，是国家倡导的事，他希望家

里早日通上天然气。2013 年开始，唐河县推

进天然气利用工程，目前，有 10 多万户居民

用上了南阳蓝天燃气供应的天然气。

《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有序推进充电

桩、配套电网、加注（气）站、加氢站等基础设

施建设。”在距王庆飞工作的茶庵站 50 多公

里处，南阳蓝天燃气投资建设的桐柏县首座

新能源综合站正在加紧施工，预计年底可以

投入使用。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对革命老区桐

柏县改善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减排和绿色发

展发挥积极作用。王庆飞希望多建些新能源

综合站，不仅为客户提供加气服务，还提供充

电、加氢等清洁能源服务。能够去新能源综合

站工作，是王庆飞的梦想，为此，他正在学习

相关知识，丰腴自己的翅膀，为国家实现碳达

峰目标，尽一个南阳蓝天燃气人应尽的职责。

WTO 最新报告：
关键行业供应链受阻
拖累全球货物贸易

11 月 15 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最

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全球货物贸易在

从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初冲击中强劲反弹后，

复苏正在放缓，关键行业的生产和供应中断

抑制了贸易增长，同时进口需求亦降温。

《货物贸易晴雨表》最新读数为 99.5，接
近该指数的基线值 100，表明增长符合近期

趋势。世贸组织在今年 8 月份发布的上一期

晴雨表读数曾创下 110.4 的纪录，反映出当

时全球贸易复苏的力度和去年疫情对贸易的

冲击程度。全球贸易最近出现的供应冲击是

导致最新读数下降的原因，包括上半年进口

需求激增导致的港口拥堵，以及汽车和半导

体等贸易商品的生产中断。

目前看，对贸易商品的需求也在放缓，出

口订单的下降进一步拖累了《货物贸易晴雨

表》指标。进口需求降温可能有助于缓解港口

拥堵，但只要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在或接近于

创纪录水平，积压和延误就不太可能消除。

最近一段时期，《货物贸易晴雨表》的所

有分项指数都在下降，反映出全球货物贸易

普遍失去了动力。汽车产品指数下降幅度最

大，为 85.9。由于半导体供应不足，全球汽车

生产受到了影响。电子产品指数(99.6)也从趋

势水平以上下降到了趋势水平以下。集装箱

运输指数(100.3)和原材料指数(100.0)恢复到

了接近趋势水平。只有空运指数(106.1)稳固

地保持在趋势水平之上，这是因为船运商寻

求以空运替代海运。

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读数与世贸

组织在 10 月 4 日修订后的贸易预测大体一

致。该预测称，2021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

长 10.8%，高于 3 月份预测的 8.0%，2022 年

将增长 4.7%。该预测还显示，随着商品贸易

量接近疫情前的趋势水平，2021 年下半年的

季度贸易增长将放缓。

世界贸易的前景继续被相当大的下行风

险所掩盖，包括区域差异、服务贸易的持续疲

软以及滞后的疫苗接种率，在贫困国家尤其

如此。新冠肺炎疫情仍是贸易前景的最大威

胁，因为新的疫情很容易破坏复苏。渊杨海泉冤

中国瓦斯发电行业
首部管理标准实施

记者 16 日从山西省能源局获悉，该省

《瓦斯发电安全生产管理规范》(下称《规范》)
16 日正式实施，这是中国瓦斯发电行业首部

管理标准。

瓦斯，是指赋存在煤层中以甲烷为主要

成分的气体，被称为煤矿安全的“头号杀手”。

据中国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统计，在 2002 年

至 2019 年间，煤矿瓦斯事故死亡人数占煤矿

事故全部死亡人数约 1/3。
在中国，利用瓦斯进行发电尚属非常规

天然气开发利用的新领域，此类电力企业内

部运行的规范标准在国家和省级层面一直没

有统一。此次颁布的《规范》，是中国瓦斯发电

行业首部管理标准，对全国瓦斯发电具有示

范意义。

该《规范》由山西省能源局提出并组织制

定，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布下发，山西省

瓦斯发电协会主编，中国最大瓦斯发电企业

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金驹煤电化公司主要

起草。

《规范》于 2019 年 2 月开始起草，历时两

年半完成，从安全目标管理、机构人员配置、

设施设备管理、生产现场管理、风险管控、隐

患排查、职业健康、应急管理等 14 个方面定

出标准，以期为瓦斯发电安全生产管理提供

科学保障。 渊高雨晴冤

南阳蓝天燃气 以清洁能源助力国家碳达峰行动

以创新站上行业风口
用实干拓展市场宽度
北方股份矿用车占据国内80%以上市场份额，国外市场拓至67个国家和地区

荫北方股份公司研发生产的无人驾驶矿车

荫 纯电动非公路刚性矿用自卸车

荫雨后初晴的南阳蓝天燃气调峰储备库
荫蓝天燃气员工在茶庵能源基地调峰储备库向
储罐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