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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1 年年度
报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
函》（上证公函【2022】0423 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公司就监管工作函所涉事项进行了认
真核查，现将相关问题说明如下：

问题 1：年报显示，公司期末货币资金 164 亿元，其中银行存款 141 亿元。 主要受限资产为
货币资金，期末账面价值为 22.50 亿元，主要为保证金、土地复垦金以及冻结账户。 同时，公司
本期资产负债率 64.75%， 短期负债余额 96.6 亿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为 76.38 亿
元。 公司本年利息费用为 14.35 亿元。 公司本年在财务公司期末存款 85 亿元，贷款 28 亿元。 请
公司补充说明：（1）披露期末货币资金的存放银行、存款金额，以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报告
期内从上述银行取得的融资金额， 说明是否存在以定期存款等资产为控股股东的融资行为提
供质押担保的情形；（2）分项列示货币资金受限的原因、融资主体及相应的借款规模；（3）结合
公司经营模式和业务需求说明公司持有的资金规模与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规模是否匹
配；（4）比较公司存款与有息负债利率，说明公司在负担较高融资成本的同时，保有大额货币资
金的合理性及必要性；（5）对比公司在财务公司及其他商业银行的存款、贷款利率等情况说明，
在财务公司保有大量存款但贷款较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说明：
（1）披露期末货币资金的存放银行、存款金额，以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报告期内从上

述银行取得的融资金额， 说明是否存在以定期存款等资产为控股股东的融资行为提供质押担
保的情形：

期末货币资金余额 16,440,016,438.49 元，其中银行存款余额为 16,429,637,885.73 元，存放
银行、存款金额、以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报告期内从下述银行取得的融资金额情况如下：
存放银行 存款金额（元）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在报告期内

的融资金额 （元）

国家开发银行 404,932.64 9,278,576,000.00
潞安集团财务公司 8,506,954,856.73 7,170,480,000.00
交通银行 198,597,244.92 5,001,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150,457,940.71 4,524,090,000.00
兴业银行 707,210,556.97 4,067,800,000.00
中国银行 327,136,104.48 3,762,00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1,093,018,928.02 3,396,517,000.00
浦发银行 243,554,268.36 3,339,85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551,622,149.89 2,905,900,000.00
华夏银行 524,238,675.52 2,695,271,900.00
中国光大银行 554,508,038.16 2,563,200,000.00
平安银行 231,733,004.47 2,500,000,000.0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40,143,445.74 2,342,000,000.00
山西银行 62,307,803.50 1,965,600,000.00
广发银行 199,102,909.68 1,915,424,407.23
渤海银行 590,243,883.95 1,846,120,000.00
中信银行 199,251,128.14 1,712,000,000.00
晋商银行 180,989,894.49 1,697,920,000.00
北京银行 135,413,467.31 1,600,000,000.00
浙商银行 300,000,050.00 1,000,0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 252,081,682.66 833,320,000.00
长治潞州农村商业银行 80,510,799.74 650,000,000.00
山西襄垣农村商业银行 40,547,204.32
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 15,336,143.78
山西长子农村商业银行 19,372,807.02
恒丰银行 742,223,753.96
蒲县农村信用合作社 328,268.24
襄垣县融汇村镇银行 2,001,863.89
招商银行 480,346,078.44
合计 16,429,637,885.73 66,767,069,307.23

除承兑保证金 1,513,960,304.24 元为定期存款外（公司充分利用银行授信，存入保证金账户
的存款按定期签发应付票据，存为定期存款，增加利息收入），公司存款均为活期协定存款，不
存在以定期存款等资产为控股股东的融资行为提供质押担保的情形。

（2）分项列示货币资金受限的原因、融资主体及相应的
借款规模：
公司受限货币资金主要包括信用证及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土地复垦保证金、 冻结存款

等。 受限货币资金汇总情况：
项目 金额 （元 ）

信用证保证金 82,500,000.00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431,460,304.24
冻结的银行存款 74,087,030.59
在途资金 3,042.52
履约保证金 1,210,032.52
土地复垦保证金 661,030,007.36
合计 2,250,290,417.23

信用证及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是银行办理相关业务的必要条件； 冻结银行存款多为涉诉
案件冻结资金；土地复垦保证金系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六条土地复垦义务人应
当按照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要求， 与损毁土地所在地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双方约定的银
行建立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资金数额，在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
中足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受限资金对应的融资主体及融资金额如下：
银行 保证金金额（元 ） 融资主体 开具承兑汇票金额 （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支行 45,630,000.00 潞宁煤业 50,500,000.00
中国光大银行河西支行 15,000,000.00 潞宁煤业 40,000,000.00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 80,000,000.00 潞安环能 200,000,000.00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友谊路支行 333,200,000.00 潞安环能 833,00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 15,000,000.00 潞安环能 50,000,00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120,000,000.00 潞安环能 300,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 132,500,000.00 潞安环能 400,00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 180,000,000.00 潞安环能 550,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90,000,000.00 潞安环能 300,00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 120,129,967.87 潞安环能 350,000,000.00
中国银行长治潞安支行 336.37 潞安环能

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市双塔西街支行 300,000,000.00 慈林山煤业 300,000,000.00
小计 1,431,460,304.24 3,373,500,000.00
银行 保证金金额（元 ） 融资主体 开具信用证金额（元 ）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分行 82,500,000.00 潞安环能 412,500,000.00
小计 82,500,000.00 412,500,000.00
合计 1,513,960,304.24 3,786,000,000.00

融资主体全部系公司及公司所属子公司。
土地复垦保证金具体情况：

单位名称 存款银行 金额 （元 ）

漳村煤矿 山西银行君汇华府支行 27,081,505.49
五阳煤矿 山西襄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287,741.81
王庄煤矿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故县支行 1,709,159.61
常兴煤业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县支行 16,393,000.00
黑龙煤业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县支行 1,014,276.52
上庄煤业公司 长治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垣支行 211,903.56
潞宁煤业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宁武支行 299,630.73
孟家窑煤业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3,025,353.94
开拓煤业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县支行 10,365,977.53
隰东煤业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县支行 7,695,700.00
黑龙关煤业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县支行 7,473,511.38
常村煤矿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屯留支行 157,841,209.66
后堡煤业公司 山西蒲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249,760.80
温庄煤业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4,042,909.68
新良友煤业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县支行 17,426,941.53
伊田煤业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县支行 12,617.90
余吾煤业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屯留支行 137, 864,230.69
宇鑫煤业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县支行 10,384,912.85
潞安环能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治潞矿支行 154,930,168.01
慈林山煤业公司 长子农商行城关支行 19,372,807.02
夏店煤矿 襄垣县融汇村镇银行 2,001,863.89
李村煤矿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子支行 26,344,824.76
合计 661,030,007.36

（3） 结合公司经营模式和业务需求说明公司持有的资金规模与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规模是否匹配:

公司主业为煤炭采掘业，由于煤炭行业的行业需求和产品差异化较为明显，凭借着业务的
独特定位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可以获得较高的净利润率。 但也由于这种业务的独特性，销售面一
般较窄，资产的利用和周转率较低。 公司经营模式为较高利润较低周转率模式，低周转模式势
必会占用大量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分、子公司工程项目投资较多，年末储备资金增加。 重要工程项目投资情况
如下：
单位名称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 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

比例（%）

潞安焦化公司 140 万吨焦化项目 232,700.00 73.81
五阳煤矿 南岭工业区 230,000.00 64.80
上庄煤业公司 90 万吨矿井技改工程 37,380.61 50.27
常村煤矿 470 水平风井 68,783.08 54.32
余吾煤业公司 地面瓦斯抽采井 30,800.00 47.67
忻峪煤业公司 60 万吨矿井技改工程 60,511.12 27.52
合计 660,174.81

国企深化改革步伐不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混合所有制、资产证券化、市场激励等改革
措施落地的重要阵地，我公司是山西省、长治市和潞安化工集团重要的国有上市公司。 在山西
省新一轮省属国有企业专业化重组中， 公司实控股东潞安化工集团作为全省煤化工唯一重组
整合平台，能源化工双主业战略发展，产业规模和产业链完善优势突出，客观上有利于公司未
来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资金是企业深化改革的保障，在国企改革的重要时期，资金保证是财务
工作的重中之重。

综上所述， 公司目前流动资金规模不仅是经营模式的需要， 也是改革之路的必要资金保
障。

（4）比较公司存款与有息负债利率，说明公司在负担较高融资成本的同时，保有大额货币
资金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第一，公司的现金管理策略。 公司所处的煤炭行业是周期性行业，其存在单周期较长、变化
受宏观经济和国家政策影响较大的特点。 2012 年下半年以来直到 2016 年一季度，国内煤炭行
业处于下行通道，虽然自 2016 年第二季度起，受供给侧结构化改革的推动，国内煤炭行业有所
复苏转暖，煤炭价格上涨并相对保持稳定，但国内煤炭价格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如果未来行业
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停滞或衰退，公司及下属企业的经营风险会加大。 公司基于稳健的现金管
理策略，通过持有一定金额的货币资金以应对各项不确定风险。

第二，偿付公司债券需要。 2017 年公司发行公司债 60 亿元，2020 年部分赎回后，2022 年需
偿还债券 56.46 亿元。鉴于一次性偿债资金较大，且公司目前全力压降带息负债，因此需要保有
资金以备还款。

第三，公司子公司家数较多。 截至 2021 年末，公司共有 33 家子公司，各家子公司均需在综
合考虑生产周期、应收款项周转期、应付款项周转期、客户与供应商的信用周期等因素的基础
上，根据各自的业务规模留存必要的经营资金，以保障其正常运营，以及应对宏观政策变动、行
业趋势变动等各类事项的风险准备，所以导致报告期内各期末合计货币资金基数较高。 同时，
各家子公司还需综合考虑自身综合信用情况、获取银行借款的难易程度和便捷程度，结合银行
利率情况，对银行借款的申请进行合理的财务管理和融资规划。

第四，压降带息负债情况。在 2021 年下半年至今，煤炭价格及销售收入相对稳定，货币资金
相对宽裕的情况下，在满足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进一步控制融资成本，公司全力压降带息负
债，2022 年初至 4 月末，公司共计压降带息负债 34.72 亿元。

综上，公司在有息负债较高的同时保有大额货币资金，系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具备合理性。
（5）对比公司在财务公司及其他商业银行的存款、贷款利率等情况说明，在财务公司保有

大量存款但贷款较少的原因及合理性:
目前潞安环能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利率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商业银行利率

保持一致，为 1.495%。
2021 年末，潞安环能母公司以及子公司潞宁煤业公司、慈林山煤业公司、潞安焦化公司在

财务公司有贷款业务。潞安环能母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 50,000 万元，利率执行人民银行当期公
布的 LPR 利率，与其他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一致；潞宁煤业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 121,180 万元，
利率为 3.85%-4.12%，对应其他商业银行同期限贷款利率水平为 4.15%-5.23%；慈林山煤业公
司在财务公司贷款 90,000 万元，利率 4.1325%-4.3%，无其他商业银行贷款；潞安焦化公司在财
务公司的项目贷款（期限 6 年）19,500 万元，利率 5.115%，无其他商业银行贷款。综上，公司及所
属子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利率与其他商业银行利率基本一致。

潞安环能作为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参股设立财务公司主要为加强下属
子分公司的资金集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获取良好的股权投资收益。

受限于财务公司仅能吸收集团内部成员单位存款的经营范围， 资金集中度指标成为中国
银保监会对财务公司监管评级的最关键指标。 潞安环能作为潞安集团资产最优质、资金最充裕
的子公司，潞安环能资金归集率水平直接影响潞安财务公司资金集中度的高低，需要存入一定
规模资金保障潞安财务公司的持续、稳健经营。 潞安财务公司自 2007 年成立以来，潞安环能存
放于该公司的存款始终保持良好的安全性及流动性， 且潞安财务公司给予潞安环能的存款利
率，相对于其他成员单位上浮 30%。

潞安财务公司为潞安环能办理贷款时是按照当期市场公布的 LPR 定价， 而为其它绝大部
分成员单位办理贷款时是按照 LPR 加点进行定价。 因此，为保证潞安财务公司的经营效益，优
先贷款给其它成员单位，以实现股东投资收益最大化。 自 2007 年以来，潞安财务公司已累计向
潞安环能分红 4.69 亿元。

问题 2：年报显示，2021 年度，公司持有山西潞安煤基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煤
基清洁能源公司）股权 28.46%，采用权益法核算，本期对其确认投资收益 -17.15 亿元。 年报显
示，该公司净利润 -59.87 亿元。 年审会计师将该投资收益作为关键审计事项。 同时，煤基清洁
能源公司为公司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第二名客户， 金额 4.67 亿元， 占应收账款期末余额的
11.73%，其中坏账准备期末余额 467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煤基清洁能源公司的具体情
况，包括股权结构、主营业务情况、近 3 年主要财务数据，说明煤基清洁能源公司出现重大亏损
的具体原因，持续经营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及公司后续拟采取的减亏措施；（2）公司应收煤基清
洁能源公司相关账款形成的原因、账龄、以前年度及本年坏账准备计提情况；结合煤基清洁能
源公司目前的经营及盈利状况说明公司后续款项回收是否存在风险，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3）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实际执行审计程序及执行结果说明，公司对煤基清洁能源公司相关坏账
准备、投资收益等会计处理的合规性。

说明：
（1）煤基清洁能源公司的具体情况，包括股权结构、主营业务情况、近 3� 年主要财务数据，

说明煤基清洁能源公司出现重大亏损的具体原因， 持续经营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及公司后续拟
采取的减亏措施:

煤基清洁能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 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40423091008269R，企业地
址位于长治市襄垣县王桥工业园区。 公司主要产品有白油、液体石蜡、费托类产品、混醇、基础
油、甲醇（粗）、硫磺硫酸、稳定轻烃、LPG 液化石油气等。主要原材料是原煤、水电、蒸汽等。煤基
清洁能源公司注册资本 76.78 亿元，实收资本 76.78 亿元。 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资金（万元 ） 持股比例

1 山西潞安化工有限公司 522,283.03 68.02%
2 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52,201.40 19.82%
3 山西潞安集团余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39,290.11 5.12%
4 山西潞安集团司马煤业有限公司 19,645.03 2.56%
5 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慈林山煤业有限公司 14,733.89 1.92%
6 山西潞安集团潞宁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12,278.11 1.60%
7 山西潞安郭庄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7,366.44 0.96%

公司项目为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重点工程———180 万吨 / 年高硫煤清洁利用油化电热一
体化示范项目，项目于 2021 年 4 月预转固。

煤基清洁能源公司近 3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期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总额 营业总收入 营业总成本 净利润

2019 年度 2,829,923.69 2,043,959.22 785,964.47 47,965.06 60,943.77 112.01
2020 年度 2,871,190.16 2,084,812.62 786,377.54 29,149.51 27,099.42 539.18
2021 年度 2,780,763.73 2,292,229.15 488,534.58 1,011,324.96 1,594,559.22 -598,662.40
2022.3.31 2,809,250.85 2,346,695.59 462,555.26 136,286.69 162,538.61 -26,228.55

煤基清洁能源公司出现重大亏损的原因：
煤基清洁能源公司高硫煤清洁利用油化电热一体化项目以及配套工程于 2021 年 4 月建成

转入固定资产核算，正式进入生产阶段，生产阶段的损益核算与在建期间相比差异较大。 2021
年亏损的具体原因为：

1）2021 年，煤基清洁能源公司销售各类煤基油销售收入 97.06 亿元，平均单价 4,377.64 元；
产品销售成本 148.00 亿元，单位销售成本 6,674.93 元，产品售价与成本倒挂，形成亏损 50.94
亿元。 其中：原煤 45.76 亿元占比 30.92%，化工辅料、蒸汽、合成气、水电费等原料费用 37.09 亿
元占比 25.06%，折旧 3.93 亿元占比 2.66%，其他固定及变动加工成本 32.90 亿元占比 22.23%。
成本倒挂主要因为原料煤涨价幅度远高于煤基油产品涨价幅度。

2）管理费用、研发费用、财务费用合计 6.34 亿元，主要为借款利息、建管费等支出在工程建
设期间资本化计入在建工程，在本年项目转固后停止资本化计入当期费用。

3）税金及附加 2.37 亿元。
煤基清洁能源公司的高硫煤清洁利用油化电热一体化示范项目系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

重点项目，对于落实国家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强能源安全战略技术储
备和产能储备，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水平，推进煤化工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具有
重要的示范意义。 该项目建设规模大、设计起点高、工艺技术优，根据煤基清洁能源公司正在或
拟采取的改善经营业绩的应对措施，煤基清洁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煤基清洁能源公司后续拟采取的减亏措施：
一是抢抓市场。 采取灵活定价机制和终端化、低库存的销售策略。
二是降低用煤成本。 全年掺煤中烧不低于 25 万吨；70 万吨原料煤公路运输调整为铁路运

输，降低原料煤采购成本。
三是开展合作协议重构谈判，降低相关费用。
四是降低财务费用。 增加权益性融资 30 亿元；完成 30 亿元低息贷款置换原高息贷款。
五是减人提效、节能降耗。 减少用工，成立煤、电、水、气、辅料降耗攻关小组，降低单耗，提

高自发电量到 65%以上。
六是进行系统改造。 对第三台费托合成循环换热分离器改造，提高有效气利用率。
（2）公司应收煤基清洁能源公司相关账款形成的原因、账龄、以前年度及本年坏账准备计

提情况；结合煤基清洁能源公司目前的经营及盈利状况说明公司后续款项回收是否存在风险，
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1）公司对煤基清洁能源公司应收账款系对其销售煤炭形成。
2）公司对煤基清洁能源公司的应收账款情况为： 2021 年末余额 467,007,733.87 元；2020 年

末余额 202,665,187.77 元；2019 年末余额 922,261,022.46 元。 各年末账龄均为一年以内，按照公
司坏账政策分别计提坏账准备 4,670,077.34 元、2,026,651.88 元、9,222,610.22 元。

3）2021 年期后收款情况：2021 年末对该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 4.67 亿元，截至目前已收回 3
亿元。 后续款项回收不存在风险，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问题 3：年报显示，公司本期确认研发投入 14.12 亿元，同比增长 127.94%，较以前年度变化
幅度较大。 请公司列表披露目前研发项目的具体情况、目前进展、本年研发投入、取得专利情况
等，并评估相关研发投入对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说明：
（1）目前公司研发项目的具体情况、进展及本年研发投入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况及进展 2021 年 度 研 发 投 入
金额 （万元）

1
回采巷道不等长工作面调
斜非同步分区来压演变及
控制研究

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合作研发，研究回采巷道不等长
工作面调斜顶板非同步分区 破断力学模型 ，分析工作
面不同调斜角度基本顶的分区破断差异 ， 得出工作面
调斜过程中矿山压力非同步分区演变规律 ， 确定工作
面调斜至不同角度时的矿压重点控制区域。 已结题

5,548.38

2 王庄矿综放工作面提高回
收率精益化技术研究

与长治市永博科技有限公 司合作研发 ， 开发一套装
置 ，让支架前移时支架尾梁上的落煤流入后溜 ，减少掉
入老塘 。在王庄 7106、7111 等工作面安装，预计可使王
庄煤矿综放工作面提高 3%的煤炭回收率 ，具有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已结题

5,429.35

3
新型钻割一体机岩巷机掘
工作面水力压裂快速掘进
技术研究

本项目拟采用水力压裂技术实现岩巷机掘工作面快速
掘进， 在正常机掘前对工作面岩体进行水压致裂预处
理 ，破坏岩体完整性 ，降低岩体强度 ，抑制工作面粉尘
量 ，达到岩巷机掘工作面快速掘进的目的 。已完成并验
收。

4,348.45

4
矿压实时监测预警与综采
强扰动巷道围岩变形控制
技术研究

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合作研发，通过建立矿压实时监
测预警，实施分级差异化控制技术措施 ，对深部孤岛工
作面强扰动巷道围岩变形 进行有效控制 ，以达到保障
孤岛工作面安全高效开采和工人生命安全 ， 降低单个
孤岛工作面巷道后期维护成本 的目标 。 已结题 。

4,024.77

5
基于顶板预裂技术精准控
制村庄保护煤柱留设距离
的研究

常村煤矿储量逐步枯竭，“三下” 压煤保护煤柱占有很
大比例 ，并且保护煤柱留设没有明确依据 ，本项目根据
常村煤矿地质条件 ，再结合顶板预裂卸压技术 ，提出精
准的保护煤柱留设区域 ，提高矿井的资源回收率 。 增
加试验地点在 2107 工作面进行实施 ，将停产线处三角
区的保护煤柱多回收 10 米， 已完成相关的实施方案 ，
并在井下现场进行了深孔精准预裂 ， 目前工作面已回
采通过该位置，已完成现场数据监测收集 ，已完成研究
报告编制 ，准备验收。

3,880.29

6
留顶煤巷道切顶卸压护巷
无煤柱开采围岩控制技术
研究

通过长短锚索组合支护顶板， 长锚索进行巷内载荷悬
吊 ，利用短锚索代替锚杆 ，短锚索控制顶煤完整 ，防止
回采期间待浇筑空间顶板悬空 ，使墙体充分 、密实 、主
动支护顶板；利用双钢筋梯子梁+W 型钢带防止顶板沿
墙体剪切， 使墙体上部顶板与巷内顶板形成一个支护
整体 ；利用“椭圆形聚能管 ”进行深孔定向切缝爆破 ，实
现超前卸压 ，弱化墙体上部载荷 。通过“支卸结合 ”保证
柔模沿空留巷效果 ，实现 Y 型通风，解决上隅角瓦斯超
限难题 ，保证矿井安全高效高产。
沿空留巷支护参数优化方案已拟定 。 并开始在 2107、
S5-21、2303 工作面试验 。 目前 2107 工作面已基本完
成回采，现场巷道变形范围在可控范围之内 ，实施效果
良好。 已完成研究报告编制，准备验收 。

3,782.62

7 条带式充填开采快速掘进
与支护技术研究

针对“三下”压煤问题 ，采用条带充填开采时 ，大断面煤
巷条带围岩稳定性控制往往支护强度高 ，浪费材料 ，影
响掘进速度 ，研究开发一种精益支护技术与工艺 ，实现
支护精准、同时支护成本低、施工方便 、速度快 。根据集
团 公 司 意 见 将 充 填 首 采 工 作 面 CTN3 -01 更 换 为
CTS2-01，已完成初步支护方案的设计 ；井下已完成充
填工作面掘进前期现场调研工作 ，目前轨顺 、皮顺 、A1
条带掘进完成，准备进行联合试运转。

3,574.11

8 高应力复杂环境下顺槽高
强度可切割锚杆应用研究

采用数值模拟和现场实测方法研究了可切割树脂锚杆
在巷帮支护中的可行性， 提出可切割树脂锚杆用于巷
帮支护的具体支护参数， 确保可切割树脂锚杆到达巷
帮支护的强度。 项目已完成 ，正在进行项目总结 。

3,102.26

9
高应力综放面区段煤柱合
理宽度及回采巷道围岩控
制技术研究

与太原理工大学合作研发 ， 通过现场调研分析高集中
应力回采巷道围岩变形机 理和高集中应力回采巷道
地质力学特性， 提出高集中应力回采巷道围岩控制方
案 ，给出矿压监测方案及安全技术措施，合理确定工作
面煤柱宽度。 该项目研究对王庄煤矿高集中应力综放
面区段煤柱留设及回采巷道围岩控制具有实际的指导
意义。 已结题。

3,089.71

10
常村煤矿综放面末采切顶
卸压及其停采线合理位置
研究

综放工作面停采线位置选择是否合理十分重要 ， 如何
能减少煤炭资源损失， 同时又能减小对采准巷道的动
压影响，根据常村煤矿地质条件，研究综放工作面顶板
卸压参数和时机，通过对综放工作面顶板进行卸压 ，减
小煤柱的留设 ，同时控制采准巷道围岩变形 ，形成一套
适合常村煤矿末采卸压停采线合理位置留设技术 ，将
产生显著技术经济效益 。 已验收。

3,086.82

11 矿井煤尘运移分布规律与
煤尘灾害防治技术研究

通过本项目的开展 ，摸清煤矿粉尘危害现状 、粉尘的物
化特性、产尘特点及各尘源点粉尘的扩散运移规律等 ，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综放工作面、综掘工作面 、炮掘工作
面 、运输及其它巷道粉尘治理技术研究，提出具有针对
性的、科学的粉尘综合防治技术方案，逐步解决粉尘污
染问题。 已完成并验收

3,063.31

12
常村煤 矿 25 采区 地应 力
测试和支护失效致灾机理
技术研究

常村煤矿 25 采区由于构造发育 ， 地应力情况不明 ，准
备巷道在掘进过程中受各种因素叠加影响 ， 出现巷道
变形， 锚固失效等问题 ， 对顶板安全管理带来严重影
响 ，部分巷道断面较大 ，给支护效果带来严峻的考验 ，
容易引起支护失效或冒顶事故。本项目针对上述问题，
对 25 采区地应力进行测试， 并提出专项的支护方案 ，
来保证顶板的安全。已确定地应力孔打设参数，并计划
在 25 采区打设 3 组地应力测试孔 ，队组已完成相关安
全技术措施的编制工作 ，由于钻机出现问题 ，正在购置
新钻机，预计 5 月底到货 。

3,027.54

13 3 号煤层瓦斯抽采半径优
化技术研究

与太原理工大学合作研发 ， 运用数值模拟技术和现场
测定相结合的方式研究瓦 斯抽采有效半径与相关因
素的变化规律，为王庄煤矿钻 场设计合理的钻孔间距
和布孔方式 ，合理安排该矿的采 、 掘 、抽接替计划 ，项
目的实施将大幅提高瓦斯抽采效率 ， 减少工作人员和
资本的投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已结题

3,025.74

14
深部矿井松软易片冒煤层
高强无机注浆加固材料研
发与试验

针对综放面过构造带收尾撤架期间煤壁易片帮冒顶 、
现有化学注浆材料反应温度过高且价格昂贵的现状 ，
研发具有表层封堵 、浅层早强快凝 、深层高强高渗透 、
较先前材料成本可以节约 75%的无机矿用注浆材料 ，
并对注浆工艺参数、 注浆系统进行优化 ， 确保注浆效
果 ，保障安全。 项目已验收。

2,957.06

15
常村煤矿综采工作面顶板
预裂关键层精准破断技术
研究

针对常村煤矿预裂期间关键层位置判定不准确 ， 给后
期回采工作带来隐形隐患 ，本项目研究覆岩 “关键层 ”
发育和机理 ， 确保矿井安全生产 、 提高生产效率和效
益 ，对综采工作面覆岩 “关键层 ”位置及岩层控制机理
进行实践应用研究， 为矿井开采确定合理采厚提供技
术支持 ，并可提高煤炭资源的回收率。 已验收。

2,819.10

16 断层破碎带巷道快速掘进
及超前支护技术研究

针对常村煤矿断层破碎带煤巷掘进速度慢 ， 支护成本
高 、安全隐患大等难题 ，拟通过理论分析 、数值模拟等
方法分析断层破碎带煤巷掘进工作面矿压显现规律 ，
分析掘进时巷道变形演化的影响因素 ， 提出合理巷道
工作面超前支护方案和施工工艺， 进一步采用数值模
拟分析确定断层破碎带巷道掘进工作面围岩破坏特
征，并结合巷道快速掘进工艺要求优化巷道支护参数 ，
最终实现断层破碎带内煤巷快速掘进的目标。已验收。

2,674.32

17 余吾煤业 3 号煤层瓦斯高
效抽采关键技术研究

本项目针对余吾煤业公司 3 号煤层瓦斯抽采率低的问
题，开展瓦斯高效抽采技术研究 ，研究成果对减少矿井
瓦斯涌出量，预防瓦斯爆炸事故的发生 ，保障矿井安全
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已完成并验收 。

2,603.95

18 基于水压致裂弱化围岩的
高抽巷快掘关键技术研究

与中国矿业大学合作研发 ，采用高压水致裂待掘岩体 ，
增加岩体内裂隙 ， 降低岩体的块度和强度 ， 提升待掘
岩体的可切割性能 ， 以解决王庄煤矿高抽巷岩体坚
硬、切割难度大导致掘进速度缓慢难题 ，同时水与岩体
的耦合作用还可降低作业 面粉尘浓度 。 已结题。

2,136.86

19
超大断面硐室 “长-短-注-
群组 ” 复合圈支护技术研
究

与河南理工大学合作研发 ， 通过对大断面硐室的结构
及相邻巷道的影响进行分 析及模拟 ，研究大断面硐室
围岩变形破坏机理研究 ， 设计超大断面硐室支护方式
及优化支护参数， 提出并验证超大断面硐室 “长-短-
注-群组”复合圈支护体系 。 采用该技术预期可节省混
凝土碹支护 ，降低支护成本 。 已结题。

2,121.82

20
长距离瓦斯抽采钻孔轨迹
特征及其抽采效率评估技
术研究

本项目根据抽采区域的瓦斯抽采达标要求和通风能
力 ，设计 、施工并跟踪钻孔的轨迹 ，获得钻孔设计参数
与钻孔实际轨迹参数的对应关系， 并根据设计钻孔参
数与实际钻孔参数的对应关系 ，调整开孔参数 ，以施工
至预定钻孔位置 ，达到钻孔施工的有效控制 。 同时 ，采
用数值仿真、实验和现场观测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不同
设计参数下的钻孔瓦斯抽采流量变化规律 ， 并建立评
估方法 ，用于指导瓦斯抽采设计。根据建立的瓦斯抽采
流量评估方法 ，进行瓦斯抽采工程的精准设计 ，以确保
瓦斯抽采达标， 保障后期巷道掘进瓦斯不超限 。 已验
收。

2,104.13

21 皮带机视觉煤流检测与智
能调速系统研究

与江苏科路电气有限公司合作研发 ， 针对王庄煤矿皮
带机空转率高，电能浪费较大的问题，开发基于视觉煤
流检测系统与智能调速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 采用线激
光双目立体相机与主动视觉测量技术相结合 ， 获得准
确的煤流体积后对多级皮带联调提出调速模型 ， 给出
一个调速控制方案 。最终获得准确的煤流体积，给出调
速控制方案，以实现节能降耗目的 。 已结题。

2,094.54

22 综放工作面两端头放煤率
及巷道围岩控制技术研究

结合常村综放工作面两端头资源回收率低的问题 ， 开
展围岩变形规律分析、巷道稳定性综合分析 、优化支护
工艺等研究，建立合理围岩控制方案 ，综放端头不放煤
长度由 10m 减少 5m 甚至更少 ，提高资源回收率 。 已
验收。

2,064.65

23
` 沿空留巷综采 面老 空区
影响下瓦斯与自燃综合治
理关键技术研究

通过对 26 采区已回采的 2603 工作面和 2601 工作面
的采空区进行取样分析， 研究在老空区影响下的沿空
留巷综采面瓦斯涌出规律及瓦斯来源 ， 建立对老空区
煤自燃氧化危险性程度和瓦斯浓度分布规律的观测系
统，解决老空区与“Y”型通风沿空留巷综采面采空区并
存条件下的瓦斯综合治理问题， 创建在老空区影响下
“Y”型通风沿空留巷综采面瓦斯治理专项技术体系，提
升漳村煤矿处理矿井瓦斯灾害的应变能力。

1,863.03

24 强动压回采巷道窄煤柱沿
空掘巷支护技术研究

针对常村煤矿 S3-7 工作面开展窄煤柱留设及沿空掘
巷非对称支护技术研究 ， 建立一套与窄煤柱耦合关系
良好的可推广的动压巷道围岩精准控制关键技术 ，预
期可多回收煤炭约 12 万吨 ， 项目经济和社会效益显
著 。 已验收 。

1,825.50

25
厚煤层易片冒区域巷道托
顶煤掘进快速处置技术研
究

项目拟开展大断面托顶煤巷道围岩破坏特征分析 ， 揭
示预注浆对大断面托顶煤巷道围岩结构的加固作用机
制 ， 阐明循环交替预注浆条件下大断面托顶煤巷道围
岩应力和变形分布形态， 提出适合于大断面托顶煤巷
道顶板稳定性控制的 “顶煤预注浆+锚杆 （索 ）支护 ”技
术体系 ， 达到提高片冒区巷道掘进速度 20%的目的 。
已验收 。

1,812.58

26
综放面长距离沿空留巷复
用围岩控制与支护技术研
究

针对常村煤矿沿空留巷围岩变形量大 ， 控制困难 ， 不
足以满足二次使用要求。 拟通过分析复用巷道全过程
应力演化和变形机理， 研究其破坏影响因素及其敏感
性， 提出放顶煤沿空留巷长距离复用巷道围岩控制方
案 ，将巷道变形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节约沿空留巷复用
返修费用约 2000 元 /m，实现无煤柱安全高效开采 。 已
验收。

1,722.30

27 深部采场陷落柱围岩体破
坏机理及控制技术研究

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合作研发，研究导致陷落柱失稳
破坏的滑动失稳及弯曲断裂失稳力学机制 ， 确定影响
陷落柱围岩体失稳的敏感性主控因素 ， 揭示陷落柱动
态失稳倒塌演化过程 ，获得陷落柱围岩体的应力场 和
位移场分布规律， 提出深部采场开采时过陷落柱的围
岩控制技术措施及方案 ， 以避免深部采场回采时由于
陷落柱导致顶板大面积冒顶甚至失稳倒塌等安全事
故 。 已结题

1,718.04

28 超长综采工作面矿压分析
及装备适应性技术研究

项目针对潞宁 2# 煤超长工作面矿压显现规律 、回采工
作面设备配套 、 回采工艺方式选择与参数优化等关键
问题展开研究， 研究成果将为潞宁煤业及潞安集团类
似条件矿井超长采煤工作面设计的提供借鉴。因此 ，开
展潞宁煤业公司采煤工作面合理长度及装备选型技术
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已完成。

1,690.76

29
深部巷道围岩稳定性控制
的一体化耦合支护技术研
究

项目将在注浆优化大巷围岩结构 ， 提高围岩强度的基
础上 ， 采用锚网索喷支护技术实现支护体与围岩在强
度 、刚度以及结构上的耦合 ，实现荷载均匀化 、支护一
体化 ，可大大提高西翼大巷围岩的整体稳定性 ，降低西
翼大巷的返修频次甚至不返修。 现场实验

1,662.16

30 边角煤资源精采细采采煤
方法研究与设计

针对漳村煤矿边角煤资源精采细采中遇到的围岩集
中应力问题 ，利用超前深孔可控预裂爆破技术 ，卸除围
岩集中应力 ，控制巷道顶板 ，维护巷道稳定性 ，降低支
护难度和成本，并可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 ，延长矿井服
务年限。

1,614.19

31
基于高强玻璃钢锚杆的掘
进工作面精益化支护技术
研究

该项目结合矿井复杂困难回采巷帮支护对锚杆材料
力学性能的要求，研发出扭矩不低于 200Nm、承载能力
不 低于 180KN 的玻璃钢锚杆材料及配套构件 ， 并改
进相应 的施工机具及扭矩施加工具 ，使预应力有效扩
散，从而 解决巷帮支护与回采切割要求的矛盾 。

1,604.96

32 ` 高瓦斯淋水巷 道安 全高
效掘进技术研究

针对高瓦斯和淋水影响漳村煤矿煤层巷道掘进问题 ，
项目拟探测掘进面瓦斯 、水及地质构造赋存规律 ，分析
煤巷围岩变形和瓦斯运移机理， 研究适合漳村煤矿高
瓦斯淋水巷道安全高效掘进的 “掘-支-抽 ” 一体化技
术，优化高瓦斯淋水巷道 “掘-支-抽 ”技术方案 ，并开展
工程试验质量监测与评价， 为类似条件巷道安全高效
掘进提供指导 。

1,467.06

33 掘进巷道成型及安全高效
回采技术研究

针对常村煤矿掘进面巷道成型不好 ， 严重影响支护及
回采的情况 ， 在掘进作业割煤环节引入数控指令来代
替人工操作，提高巷道成型合格率，为提高巷道支护和
回采效率奠定良好基础。 已现场调研并收集相关地质
资料， 已完成相关的设备及软件的研发及现场工业性
试验 ，已完成研究报告编制，准备验收。

1,398.75

34
91-101 综 放 工 作 面 柱 式
沿空留巷顶板结构优化关
键技术

与中国矿业大学合作研发 ，针对王庄煤矿 91-101 工作
面新型高强柱式沿空留巷的关键问题 ， 综合运用理论
分析 、数值模拟、实验室 试验 、现场工业性试验等研究
方法， 系统开展超前顶板定向预裂爆破关键参数优化
设计的研究工作 ， 提出新型柱式沿空留巷顶板预裂沿
空留巷方法。 已结题

1,390.94

35 ` 高构造应力区 绿色 开采
无煤柱护巷技术开发

该项目针对 26 采区和 28 采区高构造应力区 ， 巷道变
形严重 ，顶板破碎不完整等难题 。研究出适合高构造应
力区下深孔定向聚能爆破切顶护巷技术 ， 弱化墙体上
覆岩层载荷 ，减小巷道围岩变形量 ，优化墙体宽度 ，研
究中空注浆锚索对破碎顶板主动 、及时 、柔性支护 ，加
固围岩 ，顶板实现重新胶结发挥围岩自承能力 ，同时实
现全长锚固 ，提高沿空留巷支护效果。 确定了方案 ，并
已在现场开始阶段性实施及观测 ，根据 2802 工作面留
巷通过陷落柱。

1,349.20

36
受扰动松软难锚煤岩体锚
固增强机理及控制技术研
究

针对水力造穴形成的 “洞穴 ”及穴间煤壁松软破碎 、锚
杆支护易发生界面滑脱、失锚现象 ，研究受扰动松软难
锚煤岩体锚杆锚固失效机理及变形破坏特征 ， 提出穴
洞充填及锚杆锚固增强方法，研发相应的扩孔机具 ，提
出配套的施工工艺，以加快巷道掘进支护速度 ，降低巷
道维修率。

1,217.01

37
动压大变形巷道全空间一
体化协同支护成套技术研
究

该项目对工作面围岩特征与现有巷道支护效果对巷
道大变形的影响进行研究， 采用超声波围岩裂隙探测
仪 对巷道围岩松动圈进行测试 ，锚杆无损检测仪测试
巷道 锚杆的完整性和锚固效果 ，确定注浆锚索加固优
化方案 及参数 ；研发新型注浆材料 ，形成动压大变形
巷道全空 间一体化协同支护成套技术 ，可降低大变形
巷道支护成 本 10%左右 。

1,215.67

38 综采工作面过构造遇硬岩
无声致裂技术研究

本项目研制开发无声致裂硬石的技术原理与方法，
给出安全经济快速致裂岩石的方法与技术关键 ， 并进
行
系统布置设计 、制定施工安全技术措施等，形成适合综
采工作面快速过坚硬岩石安全经济致裂技术体系 。 项
目已验收。

1,173.87

39 综掘自移机尾技术研究

本项目旨在研制一种适应于综掘工作面自移机尾 ，通
过桥式转载机与掘进机搭接成连续运输系统 ， 其自带
动力 ，可遥控操作或远程控制 ，实现综掘皮带机尾迈步
自移 、调偏 、调平 ，实现与掘进工作面掘进 、锚护 、输送
设备联动控制。 缩短掘进作业循环周期提高作业循环
效率 ，消除掘进机链条牵引皮带机尾的安全隐患 ，可作
为具有强推进力的工作平台 ，解决除尘风机 、移变 、电
缆 、支护材料等在坡道的安装固定和移动问题 ，显著减
轻工人劳动强度。 已投入使用。

1,147.15

40 强动压巷道超高强柔性锚
杆支护技术研究

本项目采用实验分析、理论分析、数值模拟 、相似模拟 、
现场实测等多种方法与手段， 对五阳煤矿动压回采巷
道支护技术进行研究，达到减少巷道返修率 ，降低巷道
支护成本，保证动压回采巷道在服务期间的安全稳定 ，
实现矿井安全高效开采。 项目已验收 。

1,137.18

41 采煤工作面超前支护区自
承压支护技术研究

与河南理工大学合作研发 ，根据巷道顶板情况 ，对顶板
进行注浆材料，注浆时机 、注浆方式和效果等进行分析
研究 ，编制顶板锚索锚注新工艺，并对锚注巷道进行压
力观测，评估超前支护强度，进而对超前支护方法进行
优化，确定合理超前支护的工艺。 已结题 。

1,132.36

42 五阳煤矿能耗智能分析与
优化节能技术研究

该项目从设备节能 、 工艺管控优化节能和管理策略等
方面对用能系统进行技术优化 ， 挖掘各类节能措施的
潜力 ， 持续保障工业生产与能耗匹配 ， 可实现 10%～
15%的综合节能目标 。 项目已完成 ， 正在进行项目总
结。

1,084.70

43
五阳煤矿掘进区域应力-
瓦斯耦合动力灾害综合防
治技术

本项目基于五阳煤矿深部应力-瓦斯多因素耦合致
灾的特点， 研究建立适用于煤岩瓦斯复合动力灾害防
治
技术体系， 实现动力灾害的 “评价—预测—治理—效
检 ”
一体化分类分级防治。项目可指导重新划定 82 采区整
体停采线位置 ，回收更多煤炭资源 。 已签订合同 ，开始
实施。

1,067.07

44 开拓大巷过陷落柱围岩控
制联合支护技术研究

通过超前探测综掘工作面前方地质构造 ，确定+480 米
水平大巷巷道前方 SX10 陷落柱及其复杂影响区域的
具体范围 ；提出巷道过陷落柱快速掘进的 “锚网索+钢
棚 +围岩喷注浆 ”技术体系 ；实施并监测检验该技术现
场运 用效果 ，减少巷道维护费用 ，减少支护材料运输
费 。 以完成现场勘查调研，资料收集，初步完成压裂方
案。

1,061.31

45 基于磁性浆液示踪原理的
封孔质量检测技术研究

本项目通过将磁性示踪技术与钻孔密封技术相结合的
方式， 达到对不同瓦斯抽采钻孔密封效果进行量化评
估的目的。项目顺利实施后 ，可对矿区后续施工钻孔的
密封工艺进行针对性调整优化， 并可根据项目研究结
论对钻孔的布置方案进行改进 。

994.36

46
80 采区回采工作面矿压危
险综合监测和防治技术研
究

该项目针对性地提出 8005 工作面不同阶段的矿压
动态监测、分区分源定向防治方案 ，并优化工作面布置
方案。 该项目可重新划定 8005 工作面停采线 ，初步评
估可多回收煤炭至少 11.5 万吨 。 正在进行布置方案的
数值仿真模拟 。

960.05

47
` 立交式密集永 久大 巷群
围岩变形机理与控制技术
研究

立交式密集永久大巷群围岩应力异常 、煤岩体破碎 、变
形联动效应显著、变形量大。综合理论与试验手段研究
立交式密集永久大巷群围岩变形主控因素 、 变形机理
及控制难点 ；提出基于高强度、高刚度强力一次支护理
论的破碎围岩锚-注一体化支护技术 ，实现密集巷道群
围岩长期稳定 ，节约支护成本 ，保障矿井资源安全高效
开发。

935.62

48
多风井主扇联合运转风阻
分布分析与分风点动态优
化

针对漳村煤矿井下通风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 ， 结
合矿井采掘规划， 对各风井分风点进行优化 ， 做到矿
井通风系统最优，达到主扇运行效率最大 ，并可使各主
扇减少 1-2％的损耗，各主扇增加 3-5 年的使用寿命。

922.65

49 综放面厚煤层工作面离层
区充填开采技术研究

结合常村煤矿 2311 工作面工程地质条件，采用覆岩离
层区注浆充填技术 ， 对采煤引起的上覆岩层中的离层
空间进行高压注浆充填 ， 在采空区中部人为制造一定
宽度的压实区，形成一种有效的“覆岩结构－隔离煤柱－
充填压实区 ”柱式承载结构，以期实现对地表塌陷进行
有效控制 ，释放该工作面被压覆煤炭 148 万吨的目的 。
试验地点 2311 工作面目前正常回采 ，正在进行现场工
业试验的数据收集分析，并验证试验效果 ，工作面已推
进约 200 米 ，已完成研究报告编制，准备验收。

900.27

50
深井复杂地质条件软岩穿
层巷道非对称变形规律及
稳定性控制技术研究

针对 80 采区底抽巷掘进过程将穿过泥岩 、 细粒砂岩 、
炭质泥岩 、煤 、粉砂岩等多种岩层的情况 ，采用数值模
拟研究高应力穿层巷道大变形影响因素及非对称变形
规律，提出动态非对称关键部位支护技术 ，充分发挥支
护结构的支护性能 ,在加快巷道掘进速度的前提下 ，保
证巷道在服务期内的安全使用。 项目已验收 。

887.21

51
王庄煤矿综采工作面防尘
喷雾用水水质处理技术研
究

与潞安职业技术学院合作研发， 通过对水质处理技术
研究 ，减少喷雾设备堵塞 ，增 强工作面防尘喷雾效果 。
该项目的实施可以有效降低工作面粉尘浓度 ， 改善工
作环境，保护职工生命健康。已完成水处理相关资料收
集 ，王庄煤矿井下综采工作面煤尘取样 ，各生产时段 、
地点煤尘参数测定，井下防尘用水取样分析 ，对王庄煤
矿井下综采工作面综合防尘系统分析 ； 防尘喷雾水质
净化技术分析；井下防尘喷雾压力测定及分析 ；防尘用
水过滤装置分析 。

855.61

52 定扭矩端部锚固可回收锚
杆及其配套设备研发

项目设计一种新型端锚可回收锚杆结构和一种定扭矩
气动扳手和反力臂卸荷锚杆回收装置 ， 实现锚杆预紧
力始终处于合理区间 ，提高锚杆支护的可靠性 ，并实现
锚杆部分回收再复用，降低锚杆支护成本的目的。项目
已验收 。

807.15

53
厚煤层迎采动工作面切顶
卸压留小煤柱护巷技术研
究

本项目突破以往常规的以强支护为主的围岩控制手
段 ，通过对 N2107 回风顺槽进行切顶卸压 ，切断顶板
应力传递路径 ，减弱巷道顶板压力 ，降低煤柱载荷 ，实
现留小煤柱护巷 ，并有效控制动压巷道 N2106 胶带顺
槽围岩变形，缩小煤柱宽度至少约 15m，提高资源回收
率。 现场数据观测 ，实验室研究 。

802.12

54
基于连接梁桥结构的瓦斯
抽采钻孔防塌支架技术与
装备研究

项目将设计研发钻孔防塌支架， 可以在退钻过程中对
钻孔易塌孔段进行精准支护，降低该区域在地应力 、打
钻扰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塌孔失效的可能 。 与传统的全
程下筛管技术相比， 该技术可降低钻孔支护成本 10%
以上 ，且提升钻孔瓦斯抽采效率 10%以上。已完成并验
收。

780.27

55
水力切顶卸压沿空留巷围
岩稳定性耦合控制研究及
应用

以漳村煤矿 2603 工作面柔模混凝土沿空留巷工程 为
背景 ， 从围岩卸压的角度 ， 开展沿空留巷顺槽切顶控
制巷道围岩稳定性的理论技术研究 ， 形成基于水力压
裂 切顶控制沿空留巷稳定性的完整理论与技术 。 本项
目的 预期成果可以有效降低工作面采动应力对围岩
稳定性的 影响 ， 降低沿空留巷后期维护成本每米约
1000 元。 完成了现场勘查调研，资料收集，完成压裂方
案制定 。

749.27

56 多风井通风动力联合调节
与通风网络结构调整研究

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合作研发， 针对王庄煤矿通风系
统老区 、新区生产不均衡的特 点 ，提出全矿井通风系
统整体调整与优化方案 ，实现通 风动力由老区到新区
的转移，缓解北栗风井通风系统风量紧张等问题 ，最终
实现通风系统安全可靠、经济合理 运行。 已结题。

742.96

57 瓦斯抽采封孔堵漏注水一
体化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

针对本煤层抽采钻孔漏气 、负压降低 、抽采浓度下降 ，
现行的封孔装置难以实现后期堵漏的情况 ， 研发一种
新型的封孔装置及工艺， 封孔装置可实现前期注浆封
孔 ，中期注浆堵漏 ，后期注水降尘 ，实现一套装置多种
用途 ，科提高钻孔抽采效率及有效抽采时间 。

719.05

58 滤筒除尘技术在储装运洗
系统的研究和应用

针对洗煤厂精煤皮带廊喷雾除尘系统粉尘超标问 题 ，
通过现场勘察 ，调研国内除尘新技术 ，研发一种结 构
紧凑、阻力低 、过滤风速及入口浓度范围广 、水洗性 能
强、 除尘效率高的滤筒除尘装置 ， 确保粉尘排放物含
量满足国家环保标准≤30mg/m?。 调研、分析国内外除
尘工艺， 进行了项目理论实验及认证 ， 确认方案可行
性。

710.23

59
高瓦斯低透气性煤层动静
压联合注水-防尘一 体化
技术研究

与西安科技大学合作研发 ，采用相应的理论分析 、数值
模拟和现场工业性试验相结合的方法 ， 通过实施高瓦
斯低透气性煤层动静压联合注水-防尘一体化技术方
案 ， 以期降低工作面粉尘含量 ， 有效减少矿井粉尘灾
害 。 已结题

708.83

60 采动影响下松软破碎巷道
围岩控制机理研究

与太原理工大学合作研发 ， 分析松软破碎围岩巷破坏
形式及过程 ， 系统研究受动压影响巷道变形机理及巷
道失稳机理，分析不同围岩控制条件下巷道变形规律 ，
提出受采动动压影响的松软破碎围岩巷道合理的维护
方法 ，实现减小巷道的支护强度和支护工程量 ，降低巷
道维护成本的目的。已完成现场调研 ，区域地质特征及
围岩特性分析 ； 巷道围岩应力场特征评估及巷道围岩
稳定性特征研究。

697.92

61 煤矿巷道波形钢腹板支架
支护技术研究

该项目通过模拟分析， 设计出可满足支护强度的波形
钢腹板支架 ，以替代传统 U29 钢棚 ，减小结构的用钢
量 ，降低支护材料成本 ，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并且支架
可拆卸回收 ， 每百米巷道支护成本预期下降 10.77 万
元，具有明显综合经济效益。开展适配试验巷道的波形
钢腹板支架设计工作、完善各项参数，完成数值模拟和
力学理论分析。

675.10

62
基于无线随钻测量技术的
瓦斯抽采钻孔轨迹跟踪方
法研究

该项目基于惯性导航系统的测量方式 ，采用三轴加 速
度计和三轴陀螺仪作为基本单元在载体内部测量加速
度和角速度， 根据测量结果及时调整钻具组合方式和
钻 进工艺参数，最终实现对钻孔轨迹的精准识别 。 提
高钻 孔的有效利用率，降低瓦斯抽采成本 10%以上 。

648.01

63
李村煤 矿 3301 进 风 底 抽
巷掘抽一体化快速构建成
套技术研究

本项目根据煤矿工程地质条件， 研究底抽巷围岩稳定
性与支护技术及参数，为底抽巷支护技术 、抽放方案提
供理论依据，提出有效可行的岩巷快速掘进技术 。实施
完成，已验收。

645.94

64
低透性高瓦斯煤层虚拟保
护层水力卸压增透技术研
究

将以往的水力卸压增透技术与保护层开采技术相结
合， 采用水力射流实现突出和高瓦斯煤层的自我保护
层开采 ，实现低成本 、高效的区域性消突和卸压增透 。
对可变向水力冲孔钻头进行了参数优化设计及加工改
造，钻头成品已经发送到矿 ，准备进行试井下现场试验
孔施工。

634.81

65 立井无线通讯智能化监控
运维系统的研究

该项目拟开发地面可远程监测罐笼内部 、罐道罐耳 、油
缸、钢丝绳和天轮等主要设备的状态，并可实现地面与
罐笼内部人员即时双向通讯的监控运维系统 ， 为矿井
大型提升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 。
已完成项目现场调研与现场环境无线传输测试工作 。

632.68

66 掘进工作面高效湿滤除尘
技术研究与应用

与中国矿业大学合作研发 ， 以王庄煤矿典型矿井粉尘
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为导 向 ， 结合王庄矿煤层产尘特
点，对高效湿滤除尘技术进行深入研究 ，构建针对王庄
矿煤层产尘特点的粉尘综合防控技术体系 ， 提高呼吸
性粉尘的除尘率 ，降低尘肺病的发病率 ，解决掘进工作
面粉尘灾害问题。已完成掘进工作面原有除尘措施、水
气配备情况以及地质条件资料收集；工作面相关尺寸 、
送风量、掘进机尺寸 、掘进过程中粉尘浓度等相关参数
测试及煤尘标本采集，初步掌握了粉尘浓度分布规律。

612.34

67 9107 工作面高水巷旁充填
沿空留巷技术研究

结合 9 号煤层顶底板力学性质和采 、 掘等生产地质条
件 ，进行高水材料巷旁充填沿空留巷技术研究 ，通过理
论分析 、数值模拟 、现场监测等方法 ，揭示薄煤层开采
顶板活动规律和沿空留巷矿压显现特征 ， 建立充填体
和围岩相互作用的物理力学关系， 形成薄煤层沿空留
巷的理论与成套技术。 正在实施。

604.15

68 地面瓦斯抽采井工艺技术
研究

项目概算 600 万， 本项目计划在余吾井田近两年地面
瓦斯抽采井工程和一口 U 型水平井的进行试验。 通过
精细控压排采 ，预期在排采期间，水平井稳产期气量保
持在不少于 4000m?/天，直井和丛式井稳产气量保持在
单井 350m?/天 ，通过长期 ，稳定的高效率排采 ，保持地
面瓦斯抽采井高效抽采效果 ，降低煤层瓦斯含量 ，保障
煤矿安全生产 。项目开题以来，已累计在潞安矿区施工
地面瓦斯抽采井 100 余口 ， 其中有 50 口已经投产 ，并
且通过不断更新的工艺技术 ， 部分井在很短的时间内
已经见气，大大的缩短了排水降压的过程 ，提高了井的
潜力 ，使整个区块具有很好的产气前景 。 并且 ，还有很
大一部分的井正在施工或者已经进行了施工规划 ，在
年底结题前 ， 将会有更大一部分的地面瓦斯抽采井陆
续投产，我们会根据每口井的压裂施工曲线 、排采曲线
以及结合国内外先进的技术经验 ， 不断更新我们自己
区块的技术工艺 ，不断总结 ，不断尝试 ，早日研究出一
套符合我们自己区块地质条件的技术工艺 ， 提高产气
量，为保障煤矿安全生产贡献一份力量 。
项目开题以来 ， 已累计在潞安矿区施工地面瓦斯抽采
井 100 余口 ，其中有 50 口已经投产 ，并且通过不断更
新的工艺技术 ，部分井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见气 ，大大
的缩短了排水降压的过程，提高了井的潜力 ，使整个区
块具有很好的产气前景 。

591.60

69 煤矿灾害事故应急预案智
能推荐技术研究

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合作研发， 通过对国内外煤矿进
行调研，对可能发生的事故进行分析，构建灾害事故处
置预案库 。 在煤矿应急预案库和历史案例库中搜索与
事故特征匹配度比较高的事故案例，对数据进行分析 、
挖掘 、分类 ，实现智能推荐 ；最后建设煤矿应急预案智
能推荐系统。 提升应急处置水平， 减少灾害出现的频
次 ，完善王庄煤矿应急救援体系。已完成全国各地典型
的灾害事故、灾害事故应急处理方案、王庄煤矿发生过
的灾害事故和应急处理方案及地面重要场所的测试和
数据收集。

588.08

70
基于超声波时差法的井巷
平均风速精准测定技术研
究与 应用

与太原理工大学合作研发 ， 针对王庄矿井下涡街式风
速传感器在低风速下与实 际风速误差大的实际情况 ，
研究井下巷道风速分布规律 ， 选择合理的校正方式 ，
建立超声波时差法测风的模型 ， 并进行研究与测试 ，
从而使风速测量更加精确和稳定 ， 为风量监测提供更
加科学的依据， 可极大节省人力成本 。 已完成现场调
研、 资料收集和实施方案研讨及超声波时差法传感器
的调研。

585.10

71 煤矿巷道掘进锚杆预紧力
控制技术和装备研究

本项目将研究目前煤矿巷道掘进锚杆预紧力存在的问
题 ， 研究可以将煤矿巷道掘进锚杆预紧力的数值严格
控制在设计和合理范围内的方法 、技术和装备 ，保证煤
矿巷道掘进锚杆预紧力正确， 保证煤矿巷道掘进锚杆
的作用，保证煤矿掘进巷道安全 。 项目已验收 。

568.15

72 五阳煤矿强动压巷道高强
度柔性让压支护系统研究

本项目拟研发高锚固力让压锚索 ，采用高强度控制、
柔性支护、系统让压的方式控制强动压巷道，给出高强
度柔性让压支护原理与技术方法 ， 设计动态精准监测
方
案，实现强动压巷道经济控制，确保强动压巷道安全快
速施工 。 该项目的实施，可使掘进速度提高 10%以上 ，
巷道支护成本降低 1000 元/米 ， 减 少返修 巷道 费用
2000 元 /米，1600 米顺槽可以节省 480 万元。 项目已验
收。

557.29

73
临近文王山南断层巷道掘
进前方构造探查及含 （导 ）
水性研究

该项目采用钻探物探一体化技术 、钻探随钻测斜测 震
技术 、 孔中电法技术和孔中瞬变电磁技术 ， 对文王山
南断层附近掘进巷道前方构造发育情况及含 （导 ）水性
进行研究。 该项目实施可查清巷道前方地质构造发育
及 富水性情况，保障 2507 工作面巷道安全掘进 ，有效
防范 发生水害和顶板事故。

549.03

74 五阳煤矿矿井水实时分质
精细化处理技术研究

项目通过对矿井水实时分质精细化处理，可以实时
做到根据矿井水水质，建立科学的指标数学模型，结合
大数据分析和软件后台计算实时动态处理 ， 节约污水
处
理成本 10%，单个污水处理站年节约 22~29 万元。项目
已完成 ，正在进行项目总结 。

522.80

75 基于不同条件下巷周三带
分布的合理封孔参数研究

本项目根据漳村煤矿不同地质条件下的巷周三带分
布情况 ，采用现场实测 、理论分析 、数值模拟等相结合
的方法 ，确立漳村煤矿不同条件下巷周三带分布规律 ，
确定合理封孔深度及封孔长度等关键封孔参数 ， 项目
预 期可提高瓦斯抽采浓度 ，延长瓦斯抽采流量衰减时
间 ， 提高瓦斯抽采纯量 ，节省封孔费用 30%左右 。

515.17

76
`FBG 应 力 检 测 技 术 精 准
定位松软煤层抽采钻孔塌
孔位置的研究

针对高瓦斯、 高地应力导致的瓦斯抽采钻孔易塌孔的
问题 。 采用光纤对钻孔变形破坏过程的应变信息进行
拾取 ，与此同时，实时检测并记录钻孔变形过程中的应
力变化，获取钻孔损伤演化规律，形成能精准判断瓦斯
抽采钻孔塌孔位置的成套技术方法 ， 为后续易塌钻孔
的精准支护提供指导，进而实现瓦斯高效抽采。

494.05

77 水下煤层安全开采动态监
测与综合评价研究

项目采用地面高精度数字地面模型的精细探测 、 地面
三维地震精细探测 、 地面高密度电法动态监测等探测
与监测手段和方法，阐述不同开采进度 、围岩破坏程度
及其不同层位的空间裂隙分布规律； 进一步研究河下
近距离煤层开采对地表的影响及地表和地下水体水力
联系关系 ， 提出防治措施， 实现水下煤层安全有效开
采。 已完成并验收 。

487.71

78
煤层瓦斯顺层抽采钻孔短
路失效的关键位置二次注
浆治理技术研究

在钻孔周边裂隙发育时空特征研究基础上 ，通过抽 采
负压 、 抽采浓度测试和理论分析等技术手段分析判断
抽采钻孔短路的关键位置， 对抽采钻孔关键位置二次
注 浆治理抽采钻孔短路 ，预期可达到提高钻孔抽采浓
度， 节约补打钻孔工程费用 10%的效果 。

475.97

79 巷道快速掘进空顶区顶板
失稳机理与控制技术研究

与太原理工大学合作研发 ， 以王庄煤矿巷道掘进面为
背景 ，综合运用理论分析 、数值模拟、实验室试验 、现场
工业性试验等研究方法， 对巷道快速掘进空顶区顶板
失稳机理及控制方法进行系统研究 ， 开发有效的空顶
区顶板失稳控制技术 。 已结题

460.88

80 余欣风井井壁远程安全监
测及井壁破裂技术研究

本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检测技术和智能分析软件 ，可
掌握余欣风井井壁的岩层变化规律 ， 提出有针对性的
井壁岩层裂隙防治手段 ， 对余欣风井的建设和运行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现场数据观测，井壁的岩层变化规律
研究。

460.77

81 向斜区巷道围岩破裂演化
及灾害防控技术研究

与中国矿业大学合作研发 ， 以王庄煤矿向斜区巷道围
岩灾害防控为目标 ，综合运用理论分析 、数值模拟 、实
验室试验、现场工业性试验等研究方法 ，对向斜构造应
力区巷道围岩物理力学特征 、 应力分布 、 破裂变形演
化进行系统研究，开发向斜区巷道灾害综合防控技术 。
已结题。

447.44

82 抽采负压管网泄露超声波
检测及堵漏技术研究

井下抽采管网泄漏巡检及确定管网泄漏位置 ， 泄漏管
网在线封堵与效果检验 ， 利用研发的便携式超声波检
漏仪和在线堵漏装备对井下抽采管网进行泄漏检测和
堵漏，改善瓦斯抽采管网系统的可靠性 ，保证矿井抽采
管网抽采达标，解决该矿的瓦斯抽采浓度低问题。实施
完成，已验收。

444.78

83
脉冲风水机械联合俯孔造
穴排渣一体化装备研发及
其增透技术研究

本项目针对抽采瓦斯俯孔造穴排渣困难 、 瓦斯钻孔衰
减速度快、抽采过程煤屑堵孔率高等实际 ，拟开展脉冲
风水联动下离心式机械扩孔俯孔造穴排渣机制 、 造穴
排渣一体化装备研发及其增透技术研究 。 该项目实施
后能够解决高抽巷下向钻孔造穴和排渣问题 ， 下向钻
孔增透效果 、抽采浓度可大幅提高。 实验室测试 ，装备
研发。

418.63

84 深部强矿压工作面水力压
裂卸压防控技术研究

通过对巷道及工作面顶板提前采用水力切顶卸压预
裂，实现工作面回采过程中顶板及时垮落 ，解决瓦斯超
限和动力冲击问题，达到工作面正常顺利回采 ，并可为
回采巷道超前段以及下一个工作面的回采巷道创造良
好的应力环境，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工业性试
验，顺槽进行切顶卸压。

413.30

85
基于人工智能的煤矿减速
器运行状态安全预警及故
障诊断系统研究

本项目拟采用人工智能的思想， 模拟人工神经网络的
分析算法， 研究出煤矿减速器安全预警及故障诊断系
统 ，是一种优于其他诊断的方法 ，能够做到反应快速 、
诊断准确。 已完成并验收 。

408.32

86 高抽巷迎采动面掘进技术
研究与应用

本 项 目 针 对 余 吾 煤 业 S5207 高 抽 巷 掘 进 过 程 中 受
S5206 工作面回采动压影响的问题 ， 对 S5207 高抽巷
的支护方案和参数进行针对性分析和设计优化 。 研究
结果有助于余吾煤业巷道掘进和支护 “一面一策 ”和
“一段一策 ”的落实 ，显著降低巷道后勤维护费用和支
护费用，从而保障 S5207 高抽巷的安全经济高效掘进 。
支护方案和参数进行针对性分析和设计优化 。

394.30

87 动压巷道恒阻变形控制技
术研究

针对大巷受两侧动压影响 ，局部顶板下沉 、原有支护破
坏较大等问题。 提出采用恒阻大变形锚索配合相适应
的支护方案来控制动压巷道大变形 。 采用该项目实施
后 ，预期可减少巷道维修费用 ，防止锚索崩断伤人 ，实
现安全高效开采 。 正在工业性试验

389.06

88 诊断信号法漏电保护系统
研究与应用

针对煤矿供电系统采用中性点非有效接地的运行方
式， 在高压供电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 ， 通过注入
“移相”电流信号控制装置将外部的信号瞬间注入到系
统中 ，高压漏电保护器根据注入 “移相 ”电流信号在系
统中的分布和流动情况进行故障定位和选线跳闸 ，能
够快速准确地确定故障线路 ，跳开故障开关 ，切除故障
线路。 注入柜已放入变电所，剩余接入与调试工作 ，预
计本月底完成。

386.77

89
35kV 小 电 流 接 地 系 统 单
相接地故障选线 、 录波及
定位研究

与江苏广识电气有限公司合作研发 ， 通过单相接地故
障诊断辨识及准确选线选相研究 、 单相接地故障点精
确定位研究、 单相接地故障录波研究 等技术开发 ，能
够快速的定位、切除和解决故障 ，降低单相接地故障对
电网的危害，保证供电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行 ，提高生产
效率。 已结题。

378.78

90
切顶卸压留小煤柱矿压显
现规律及支护技术研究应
用

针对 3119 工作面、3121 工作面实际地质状况和现有技
术资料 ，结合目前生产技术水平 ，以 3121 工作面回风
顺槽为研究对象，拟在 3119 工作面运输顺槽进行切顶
卸压。 围绕巷道的围岩力学环境、 巷道上覆岩层的结
构、 切顶卸压护巷机制等内容 ， 系统研究煤柱的稳定
性、巷道围岩的应力与变形破坏规律 ，给出区段留小煤
柱护巷合理宽度和巷道支护设计方案。
针对 3 号煤层赋存和开采条件，进行煤层 、顶底板各岩
层的单轴抗拉 、单轴抗压 、内聚力 、内摩擦角 、弹性模
量 、泊松比 、容重物理力学参数实验室测试 ；煤层顶板
钻孔窥视；巷道围岩地质力学特性分析 ；放顶煤沿空掘
巷覆岩结构及稳定性分析；小煤柱合理宽度设计 ；深孔
精准定向预裂基本理论分析 ；精准定向预裂方案研究 ；
小煤柱回采巷道的围岩稳定性控制研究 ； 切顶卸压留
小煤柱护巷工业性试验 ； 小煤柱护巷矿压显现规律实
测研究；切顶卸压留小煤柱护巷实施效果 、社会经济效
益研究总结分析。技术关键：确定精准顶板切顶卸压的
相关技术参数及工艺；确定小煤柱的合理尺寸 ；确定小
煤柱护巷的支护方案和参数 。 2021 年立项 ，正在持续
推进 ，3119 工作面已切顶 925 米 ， 小煤柱临近的 3121
回巷已安全距今 500 米 ，应用效果良好 。

369.22

91 李村煤矿深部采区松软煤
层瓦斯赋存参数研究

通过井下掘进工作面采取煤样结合现场及实验室测定
数据 ， 确定李村煤矿深部采区 3# 煤层的瓦斯基本参
数：瓦斯压力 、瓦斯放散初速度△P、吸附常数（a、b 值）、
残存瓦斯含量 、坚固性系数 、抽采半径和煤层透气性系
数。 实施完成 ，已验收 。

365.63

92
大采出空间巷道变形破坏
规律及差异化加固技术研
究

与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合作研发，对王庄矿典型大采出
空间回采巷道围岩变形情况现场调研 ，基于现场测试 、
室内试验 、 理论分析及不连续变形分析模拟 ， 研究王
庄矿典型大采出空间超前支承压力分布规律 ， 揭示王
庄矿大采出空间回采巷道变形破坏规律 ， 提出王庄矿
大采出空间巷道差异化加固技术 ， 为王庄矿大采出空
间巷道围岩控制提供指导 。 已结题。

364.47

93 工作面采动覆岩离层区注
浆防地面沉降技术的研发

针对夏店煤矿的地质采矿条件， 采用开采方案对比选
择、理论分析以及建立地表观测站实测相结合的方法 ，
对建筑物下采煤与地表沉陷特征进行研究 ， 实现煤炭
资源最大限度地回收 ，同时有效控制地表移动变形。
通过合理留设一定宽度的区段隔离煤柱 ， 控制相邻两
工作面覆岩的联通移动并均处于非充分采动状态 ，通
过地面钻孔对采动覆岩离层区进行注浆充填 ， 在采空
区中部范围形成一定宽度的注浆充填压实承载区 ，并
保持主关键层或目标关键层的采中稳定 ， 形成覆岩关
键层结构—充填区压实承载层—区。 段隔离煤柱复合
支撑承载结构对地表进行控制， 从而实现采空地表塌
陷的有效控制 。

343.83

94 基于声发射 Kaiser 效应的
煤矿地测技术的研究应用

针对夏店煤矿整体构造分布和实验区域构造分布情
况。明确矿井研究区域内应力场的三维空间分布规律，
明确给出三个主应力的大小和方向 ， 量化构造对应力
分布的影响 。 研究目的层岩石的物理 、力学特性 (弹性
模量 、剪切模量 、泊松比 、内摩擦角 、粘聚力等 )及岩石
的矿物组成；实验室研究岩石声发射的 Kaiser 效应 ，确
定取样点多个方向的地应力值， 计算出取样点最大水
平主应力 、最小水平主应力 、垂直应力大小及其方向 ；
初步分析地质构造对地应力分布的影响 ； 在以上工作
基础上 ，建立三维的矿井数值计算模型 ，通过数值模拟
分析研究目的层在断层 、 褶皱等地质构造影响下的三
维地应力场的分布状况， 包括三个主应力的大小和方
向 ，量化构造、煤岩层埋深等地质因素对应力分布的影
响 ；弄清楚整个矿井 （包括不同水平面 ）地应力的分布
规律， 建立不同开采水平的地应力等值线图 ， 量化断
层 、褶皱 、煤岩层埋深等地质因素对应力分布的影响 ，
为施工顺序 、 开采方案及巷道支护等问题提供依据 。
2021 年立项 ，正在持续推进 ，通过研究取得的地应力
分布数据 ，为我矿多个采掘工作面的施工顺序 、开采工
艺及支护方案提供了技术支撑，应用效果良好 。

334.80

95
大采高工作面过构造带煤
壁片帮机理及深浅孔交替
超前预注浆加固技术研究

针对大采高一次采全厚工作面过构造带煤壁片帮 、漏
顶现象严重的问题 ， 研究大采高工作面煤壁片帮机理
及超前预注浆参数； 研发配制出适用于深浅孔交替超
前预注浆的新型无机超细注浆加固材料 ， 形成表层封
堵 、浅层早强快凝 、深层高强高渗透性注浆材料 ，确保
大采高一次采全厚工作面安全快速通过构造带 。 实施
完成，已验收 。

332.73

96 大直径机械分段造穴煤层
增透技术研究

针对李村矿典型松软高瓦斯煤层条件 ， 研究适用于李
村煤矿的大直径机械造穴煤层增透技术和关键工艺参
数 ，提高煤层透气性 ，增加钻孔瓦斯抽采纯流量 ，进而
加快巷道掘进 、工作面回采期间的瓦斯抽采进程 。项目
完成关键装备研发和现场应用。

322.93

97
高瓦斯大采高综采面 “以
孔代巷 ” 瓦斯治理技术研
究

本项目旨在分析李村煤矿的地质条件 、开采方式 、现有
的瓦斯治理模式、通风方式等，探索综采面覆岩裂隙发
育规律、瓦斯流动通道和瓦斯流场分布规律 ，确定不同
通风方式下千米钻机抽采钻孔合理的布置参数 ， 以获
得最佳的抽采效果 。项目已实施完成，正在编制研究报
告。

320.03

98
深部矿井复杂应力缓释和
围岩加固支护技术研究与
应用

针对深部矿井复杂应力条件下的巷道围岩变形 ， 采用
现场调研、理论分析 、数值模拟以及现场工业性实验的
方法 ，研究深部矿井复杂应力的分布状况和影响因素 ，
通过实施应力缓释和围岩加固联合支护技术以控制深
部矿井巷道围岩变形，提高巷道的稳定性 ，保证矿井的
安全生产 。 理论和数值模拟、技术方案已完成。 等待现
场实施 。

316.55

99

五阳矿 80 采区深 部高 应
力巷道“支护-改性-卸压 ”
三位一体协同控制技术研
究

本项目计划采用“支护-改性-卸压”三位一体协同
控制技术和“三主动 ”支护理念，提高支护系统强度和
刚度的同时降低工作面采动应力 ， 进而从根本上解决
五
阳矿 80 采区深部高应力巷道围岩稳定性问题。支护材
料费用降低 1456.72 元 /米 ， 每条巷道节省修巷成 本
476.08 万元 ，每米巷道水力压裂钻孔工程量降低 90%，
施工费用节省 62%。 准备进行井下矿压监测。

314.40

100
基于锚杆无损检测的巷道
围岩定性评估及支护技术
优化研究

与太原理工大学合作研发 ，以王庄煤矿锚杆 （索 ）支护
为背景 ， 研究锚杆工作荷载和围岩变形特征的对应关
系及结构的支护强度， 建立锚杆锚固质量动测评价体
系和和鉴别标准 ，并使其数字化 、程序化 。 实现锚杆
锚固质量及工作状态参数无损检测 的同步一体化和
测试过程的实时化 ，对巷道 （硐室 ）围岩稳定性作出现
场实时判断，为巷道支护结构的优化设计 、加固补强提
供及时、 可靠的决策依据 。 已结题 。

309.25

101 矿井自动喷雾防尘技术的
研发应用

根据矿实际情况， 研究设计一套矿井自动喷雾防尘装
置，此装置主要由热释电红外传感器电动球阀 、风水联
动喷雾系统、触控传感器 、主控箱等组成 。 该系统可实
时检测采煤机的运行位置， 在采煤机风流下方自动顺
序开启/关闭数道架间扇形强雾 , 对采煤作业时产生的
大范围高浓度粉尘自动实施多道阻隔和高效除尘 ，降
低粉尘浓度 ，改善井下作业环境 。 2021 年立项 ，正在持
续完善改进各传感器和防尘部件 。

2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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