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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普天通信是行业信息化服务的专注者、优质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移动改变生活”，由一线实践优化而来的方案设计，

满足标准化、模块化、高起点、高可靠的要求 2

3配置说明

确保系统在最优性价比下可靠、稳定运行

商务模式

成功应用的商务模式利于方案的规模推进 4
成功案例

实力源于积累，专注所以专业，普天通信期待为您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5

方案介绍



3

普天通信是行业信息化服务的专注者、优质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公司介绍

成立于2002年，注册资金9000万人民币

秉承中国普天先进企业理念，全面负责中国普天电信增值板块建设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普天实业科技园区，拥有百人技术、产品团队

集行业终端设计制造 、行业信息化平台规划开发搭建于一体，专注于平台到终端形态的解决方案提供

          公安系统        ︱  能源/资源系统        ︱         教育系统       ︱        政府系统        ︱         其它        ︱        

行业信息化服务平台规划、开发、搭建

运营商网络接入服务整合

行业终端设计制造

烟草系统

新闻系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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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通信是行业信息化服务的专注者、优质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公司介绍

综合实力

研发能力
普天通信研发机构

生产能力
普天通信终端事业部

服务能力
普天通信职能部门

移动通信终端研究所
Mobile Communication Terminal R&D Center

移动通信系统研究所
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 R&D Center

IP技术研究所
IP Technology R&D Center

博士后工作站
Post-doctoral  Workstation

上海研发中心
Shanghai R&D Center

苏州加工厂

上海加工厂

天津加工厂

深圳加工厂

商务部

销售部

市场部

客户服务部

工程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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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介绍—矿产企业信息化现状

“移动改变生活”，由一线实践优化而来的方案设计，

满足标准化、模块化、高起点、高可靠的要求

信息化现状

通过《国家安全生产信息化“十一五”专项规划》

和金安工程的实施，中大型矿产企业基本建成了以

互联网为架构的安全生产信息化体系。较好地保障

了矿产企业的安全生产。

需求：出差、外出、休假、
某些突发性事件时，能否随
时、实时、及时获取信息 

？？？

不足：矿产企业多是地下作业，自然
条件复杂，生产环境是动态和变化的
，因此安全状况是随时变化的。而现
有的信息化设施无法使矿产企业相关
责任人员随时随地的了解企业运行状

况和掌握监测监控信息。



6

方案介绍—方案设计

“移动改变生活”，由一线实践优化而来的方案设计，

满足标准化、模块化、高起点、高可靠的要求

企业IT系统移动E矿山
系统平台

移动通信网络

行业网关 





移动智能终端+3G网络+移动信息化技术+企业IT系统

    “人找事”（传统信息化方式）             “事找人”（移动信息化方式）

                             提升安全生产信息化体系的保障水平和能力

转变

移动E矿山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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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介绍—系统架构

“移动改变生活”，由一线实践优化而来的方案设计，

满足标准化、模块化、高起点、高可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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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介绍—网络拓扑

“移动改变生活”，由一线实践优化而来的方案设计，

满足标准化、模块化、高起点、高可靠的要求

MAS设备

企业IT服务
系统

企业
Network

 MAS统一管理平台
短信中心

SGSN/GGSN

企业用户

移动E矿山
系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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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介绍—业务设计（1）

“移动改变生活”，由一线实践优化而来的方案设计，

满足标准化、模块化、高起点、高可靠的要求

“移动E矿山”综合管理系统利用移动信

息化技术，将矿产企业内部现有的各种数

据信息（包括各种环境监测数据、生产调

度数据、机电设备控制数据、人员位置信

息、采矿量/洗矿量/销矿量数据、巷道掘

进数据等），进行采集、分析和处理后，

利用移动通信网络，采用客户端的形式供

企业领导、部门主管及班组责任人随时随

地地检索、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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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介绍—业务设计（2）

“移动改变生活”，由一线实践优化而来的方案设计，

满足标准化、模块化、高起点、高可靠的要求

1、工作日报查询：

调度日报表

安全管理日报表

•   •   

包括矿产采集量、总进量、开拓量、电厂发电
量、销售情况、专题调度问题等调度日报表的
内容。并能对每项的历史数据进行查询。包括矿场下井基本情况、现场主要问题及监控、查岗情况、

罚款情况、带班情况等。并能对每项的历史数据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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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介绍—业务设计（3）

“移动改变生活”，由一线实践优化而来的方案设计，

满足标准化、模块化、高起点、高可靠的要求

2、安全数据监测：

•   •   

实时查询各个矿场和矿井的安全实时状况，包括矿井下
的各项监控数据，如瓦斯、一氧化炭、风速、负压、开
关量等，及时获取第一手资料。并能查询报警信息。同
时可以提供主动报警方式向特定用户发送报警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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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介绍—业务设计（4）

“移动改变生活”，由一线实践优化而来的方案设计，

满足标准化、模块化、高起点、高可靠的要求

3、销售量查询：

•   •   •   

可查询矿产产量、总销量、火车运输情况和其他销售情
况，并能对每项的历史数据进行查询,手机客户端程序可
按照指定月份对产量、销售曲线图进行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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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介绍—业务设计（5）

“移动改变生活”，由一线实践优化而来的方案设计，

满足标准化、模块化、高起点、高可靠的要求

4、生产设备监控：

•   •   •   

主要监控井上、下主要生产环节的各种生产参数和重要
设备的运行状态参数，能够实现各系统的实时动态图和
实时数据显示，系统包括：提升系统、皮带运输系统、
乘人架空系统、排水系统、供电监控系统、变电站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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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介绍—业务设计（6）

“移动改变生活”，由一线实践优化而来的方案设计，

满足标准化、模块化、高起点、高可靠的要求

5、人员定位信息系统：

•   •   •   

能够对井下矿工的分布情况、分布区域实
时监测 ；能够对井下人员行进路线进行
跟踪记录，生成历史行进轨迹；能够实现
对单个人员的定位信息进行查询；能够掌
握个人和集体考勤状况；帮助灾后救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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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介绍—业务设计（7）

“移动改变生活”，由一线实践优化而来的方案设计，

满足标准化、模块化、高起点、高可靠的要求

6、水文数据：

•   •   •   •   

对水文监测系统的各主要监
测数据的采集点的信息进行
实时显示，另外可以实时显
示当前的雨量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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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介绍—业务设计（8）

“移动改变生活”，由一线实践优化而来的方案设计，

满足标准化、模块化、高起点、高可靠的要求

7、手机视频监控：

•   •   •   •   •   

1)、与现有监控中心平台提供各视频点的视频信号源对接。
2)、与现有的监控中心平台协商控制协议，实现视频点信息提
取、视频信号点播控制等。
3)、根据现有的监控中心平台提供各视频点的详细列表信息实
现视频选通。
4)、提供手机端媒体解压及媒体控制软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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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介绍—业务设计（9）

“移动改变生活”，由一线实践优化而来的方案设计，

满足标准化、模块化、高起点、高可靠的要求

8、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9、井下大型设备监测信息传递短信接口

•   •   •   •   •   
• 

• 

利用移动的MAS实现与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相结合，针对广大
职工实现工资的透明短信查询。

井下大型设备如采掘机，现在都已经采用PLC控制，并已经具备远程通讯接口
，基于移动的MAS，实时将设备的故障代码等信息通过短信接口与厂家实现
实时传递，以获取厂家的及时准确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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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说明

确保系统在最优性价比下可靠、稳定运行

•   •   •   •   •   
• 

• 

1、服务器端：

     PC Server服务器：CPU Inter双
核1.86G以上 、内存2G（含）以上
、硬盘容量250G（含）以上。

2、客户端（智能2G/3G终端）：

硬件参数：屏幕不低于240x320像
素/内存64M以上
终端业务：支持短信、彩信、
GPRS、WAP2.0浏览器

3、信息机
MAS服务器

1、服务器端：
      网络：100M以太网络 
      系统软件：Windows 2003 Server  
              + IIS+.NET FRAMEWORK2.0 
              + JDK
       数据库： MySQL 5.0 
       应用软件：“移动E矿山”综合管
                            理系统平台
2、客户端（智能2G/3G终端）：
      可支持满足具有以下操作系统或运
      行环境终端进行使用：
     J2ME (Java 2, Micro Edition)
     Symbian
     Windows Mobile
     Android

硬件配置 运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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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模式

成功应用的商务模式利于方案的规模推进

1、合作协议

    协议为双方协议，即SI跟中国移动签署开发协议，中国移动跟矿方签署运营协议。

2、盈利模式

（1）中国移动向矿方免费提供手机终端(限定数量，一般为矿方主任级别以上的，如

         矿长、副矿长等，通讯费/流量费自理)；

（2）中国移动向矿方收取“移动E矿山”综合管理系统及移动专线使用费

         10000~15000元/月，协议期为5年；

（3）中国移动向矿方提供流量费套餐；

（4）运营协议到期后中国移动有优先续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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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山东济宁肖云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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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山东济宁许厂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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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