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室简介

    煤炭开采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是目前我国唯一专门

从事煤炭绿色开发相关研究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于2015年9月获国家

科技部批准建设。依托单位为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隶属

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重点实验室主任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顾大钊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彭苏萍教授。

     

    











    本方向旨在通过研究煤炭开

采地下水运移与循环的基础理论、

研发安全保护关键技术和建设典

型工程示范，针对我国西部生态

脆弱区煤炭开采中水资源短缺的

问题，探索以煤矿地下水库工程

为特色的煤炭开采与水资源协调

开发利用技术途径。

实验室研究方向简介

    本方向围绕大型煤炭基地开

发中矿井水的分质处理与循环利

用，根据煤矿地下水库自身特点

和矿井水水质特征，通过研究矿

井水地下水库水岩耦合作用净化

机理、高矿化度矿井水处理技术、

含特殊组分矿井水处理技术等，

开发我国西部煤炭开发区水资源

高效低成本处理与利用的关键技

术，提高大型煤炭基地水资源利

用效率。

    本方向以掌握煤炭开采对上

覆岩层和地表生态损伤影响规律

为问题导向，以创建矿区生态修

复理论和技术体系为目标导向，

研究低生态损害开采方法和地表

生态高效低成本修复技术，为实

现西部生态脆弱区煤炭高强度开

采与地表生态修复的协调发展提

供理论与技术支撑。

煤炭开采水资源保护

矿井水处理与利用

煤炭开采地表生态减损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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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矿地下水库设计前，出于安全性考虑必须查明矿区水文地质和采动后矿井涌

水情况，同时又要考虑矿井水有足够的净化距离，保证净化效果，同时还要充分考

虑煤矿地下水库建设和未来地面用水需求。因此，煤矿地下水库应建设在地质条件

好、安全性高、工程费用低的区域，煤层底板岩性相对较硬，具有一定隔水性能的

工作面。

除满足同层煤选址准则，还必须保证上层煤地下水库安全

确定下层煤水库与上层煤水库之间的安全距离（水平距离）

便于上下层水库间水体调运

大柳塔矿分布式地下水库示意图大柳塔矿下层煤地下水库选址

     煤矿地下水库坝体是煤矿地下水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煤柱坝体和人工坝

体组成。煤柱坝体的稳定不仅与埋深、采动应力、地质构造等工程地质条件有关，

也与水的弱化作用密切相关。人工坝体为后期构筑物，将煤柱坝体连接组合，共同

构成地下水库的坝体。

     揭示了矿山压力、水侵作用

下煤柱坝体强度演化机理，得出

水压等因素对煤柱坝体稳定性的

影响规律。得到了人工坝体稳定

性方程，建立了矿山压力和水压

耦合作用下人工坝体力学模型。

技术概况

技术成果

技术概况

技术成果

煤矿地下水库选址关键技术

煤矿地下水库坝体构筑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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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矿地下水库主要利用采空区破断垮落岩体间的自由空隙进行储水，水库库容

即是采空区储水范围内垮裂岩体的空隙总量。岩体空隙与煤层开采尺寸、覆岩物理

力学特征及破断垮落形态等因素密切相关，据此提出了储水系数的概念，建立了煤

矿地下水库库容计算模型，为地下水库设计提供了理论依据。

   建立了包括岩石碎胀系数、弹性模量等在内的煤矿地下水库储水系数

计算方法，提出了库容计算理论并开发相关软件，在神东矿区推广应用。

     煤矿地下水库稳定运行的核心在于安全防控，据此研究了地下水库水位、坝体

结构强度及防渗性能之间的关系，对煤柱坝体和人工坝体不同条件下的运行安全进

行评估，研发了安全防控关键技术，提出了库间调水、坝体监控和应急泄水的三重

防控理念。

     研制了煤矿地下水库近场环境的应力、

变形、渗漏、震动和水质监测传感器，研

发了防溃坝、防渗漏及防淤积技术，开发

了三维可视化的安全智能控制系统，保障

煤矿地下水库安全运行。

煤矿地下水库安全防控关键技术

煤矿地下水库库容计算关键技术

水位传感器安装示意图

技术概况

技术成果

技术概况

技术成果

9











姓名 学历 职称/职务 研究方向

郭俊廷 博士 高级工程师 采动损害控制与生态修复

杨英明 博士 高级工程师 煤炭开采减损与生态修复

刘新杰 博士 高级工程师 煤炭开采减损与生态修复

白    璐 博士 高级工程师 煤矿生态环境调查与修复

赵勇强 博士 工程师 煤炭开采损伤传导与减损控制

张国军 博士 工程师 煤炭开采地表生态减损修复

邢朕国 硕士 工程师 矿区环境地质

宋子恒 博士 工程师 矿区生态修复与治理

王    菲 硕士 工程师 矿区生态修复与治理

……

地表生态减损与修复研究室人员

李全生 博士 教高
学术带头人

王义 硕士 高工
学术带头人

张凯 博士 教高
学术带头人

14



姓名 学历 职称/职务 研究方向

刘小庆 硕士 工程师 矿区水资源保护利用

任玺宁 硕士 工程师 矿区水资源保护利用

李  杰 硕士 工程师 矿井水处理

杨思敏 硕士 工程师 污水生物处理和矿井水处理

刘  刚 硕士 工程师
矿山土壤、水体污染评价与

生态修复

张伟龙 硕士 工程师 矿区生态修复

李雪佳 硕士 工程师 矿区水资源保护利用

魏世荣 硕士 工程师 矿区水资源保护利用

邹  昕 本科 工程师 矿区水资源保护利用

李  鹏 硕士 高级工程师 煤矿地下水库工程安全评价

许联航 硕士 高级工程师 地下水库坝体结构参数优化

何瑞敏 硕士 高级工程师 矿井水处理利用

郭洋楠 博士 高级工程师 矿区生态修复

王一淑 硕士 高级工程师 矿区植被修复

……

姓名 学历 职称/职务

石精华 硕士 负责人

门东坡 博士 工程师/科研主管

张康宁 硕士 工程师/综合主管

……

研发设计与工程示范中心（神东）人员

综合办公室人员

实验室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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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基础理论研究，探究煤炭开采上覆岩层应力场、裂隙场、渗流场三

场演化机理，实现对煤炭开采条件下矿井水产生、运移、存储的全过程模拟；

二是指导煤矿地下水库建设工程实践，以超大尺度三维相似模拟实验为手段，

为煤矿地下水库建设提供支撑验证。

    平台主要包括主体框架系统、机械化铺设与回收系统、数据获取融合与

可视化仿真系统等。

煤炭开采地下水运移与保护综合智能试验平台

平台功能

组成部分

系统特点

科研平台简介

煤炭开采地下水运移与保护综合智能试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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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题名称 课题来源
批复

年份

经费/
万元

1
鄂尔多斯盆地矿产资源协

调开发战略研究 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 2015 300

2
深部煤矿安全绿色开采理

论与技术
“十三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课题 2016 450

3
东部草原煤电基地生态修
复与综合整治技术及示范

“十三五”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课题 2016 2,500

4
碳约束条件下我国能源结

构优化的研究 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 2016 100

5
2035我国矿井水保护利用

战略与工程科技研究 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 2018 270

6
宁东煤基能源与水资源协

调开发战略研究
宁夏战略院重大咨询

项目 2019 170

7
中国西部地区煤炭资源与

水资源协调发展战略
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

所属课题 2019 55

8
中国西部地区煤炭资源与

水资源协调发展战略
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

所属课题 2019 55

9
西部风积沙矿区地表生态
环境损伤机理及自修复能

力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基金 2020 24

10
煤矿地下水库影响下区域
水系统稳定性响应机制与

评价体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基金 2020 24

合计 3,948

国家项目承担情况

    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科研项目10项，总经费3,948万元；承担集团项目

43项，总经费35,882万元。

项目承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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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集团科研项目名称
批复
年份

经费/
万元

1 神东矿区岩层采动破坏的自修复机理及促进
技术研究

2016 637

2 神东矿区地表生态自修复机理及促进技术研究 2016 325

3 煤炭开采地下水运移与保护综合智能实验平台研制 2017 6,825

4 基于开采工艺参数优化的西部矿区地表生态减损基础
理论和关键技术开发

2017 530

5 基于水-力耦合的煤矿地下水库坝体破坏机理及稳定
性评估方法研究

2018 324

6 煤矿地下水库煤柱坝体设计及监测预警技术研究 2018 323

7 采空区冒落岩体对含特征离子矿井水净化作用及优化
方法研究

2018 317

8 煤矿分布式地下水库技术三维可视化系统研发 2018 262

9 西部矿区生态修复与生态稳定性提升关键技术 2019 1,133

10 复杂载荷作用下煤矿地下水库安全距离优化
计算与应用

2019 634

11 复杂条件煤矿地下水库建设理论与技术基础研究 2019 486

12 神东矿区煤矿地下水库与矿物协同除氟技术研究 2019 416

13 西部矿区高矿化度矿井水膜蒸馏处理技术研究 2019 363

14 煤矿地下水库生态环境效应分析及生态利用
关键技术

2020 583

15 西部矿区井工煤矿矿井水保护利用战略研究 2020 343

……

集团项目承担情况

项目承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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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奖项 重点实验室贡献

1
神东现代化矿区建设

与生产技术
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

为神东现代化矿区建设提
供了水资源和生态保护的

技术支撑

2

荒漠化地区大型煤炭
基地生态环境综合防

治技术

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解决了在生态环境极度脆
弱条件下大规模煤炭开采
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

3
千万吨矿井群资源与
环境协调开发技术

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实现了现代化煤矿群的水
资源保护利用

4
生态脆弱区煤炭现代

开采地下水和地表生

态保护关键技术

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实现了化“水害”为水利
和地表生态“主动引导”

修复的开采模式

5

西部干旱半干旱煤矿
区土地复垦的微生物

修复技术与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首次利用菌根等微生物进
行矿区土地复垦

6

煤制油品/烯烃大型
现代煤化工成套技术

开发及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

矿井水保护利用技术为煤
制油化工工程提供了水资

源保障

7

煤矿柔模复合材料支
护安全高回收开采成

套技术与装备

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为井工矿矿井水保护利用
提供了技术支撑

8

干旱半干旱区煤矸石
山丛枝菌根生态重建

理论与应用研究

中国煤炭工业
协会科学技术

一等奖

开辟了西部干旱半干旱煤
矿区生态修复新路径

9
煤矿地下水库关键技

术及应用
内蒙古自治区科
学技术一等奖

构建了煤矿地下水库理论
框架和技术体系

……

    截至2020年9月，重点实验室累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7项，其中一等奖2
项、二等奖5项，获省部级一等奖励7项；获国家能源集团科技进步奖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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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主要发明人

1
一种矿井地下水的分布

式利用方法
ZL201210134162.5 顾大钊;张  凯等

2
地下水库水位监测装置

及方法                    
ZL201710838197.X 顾大钊;彭苏萍等

3
一种地下水库排水系统

及其控制方法
ZL201710830985.4 顾大钊;彭苏萍等

4
人工堤坝防渗加固装置

及防渗加固方法
ZL201710830971.2 顾大钊;彭苏萍等

5
一种地下水库排水设备

及其控制方法
ZL201710831029.8 李全生;方  杰等

6
地下污水存储水库及地

下污水存储水库系统
ZL201711222842.1 顾大钊;郭  强等

7
变采宽协调开采方法、

模块、存储介质和系统
ZL201711479469.8 李全生;郭俊廷等

8

煤矿地下水库矿井水智

能直排生态灌溉系统的

施工方法

ZL201811305392.7 李全生;方  杰等

9
一种地下水库坝体及其

构筑方法
ZL201811483462.8 李全生;顾大钊等

10

Coal mine underground 
reservoir artificial 

retaining dam and safety 
coal pillar, surrounding 
rock and retaining dam 

connection method

RU2016103784A
Gu, Dazhao; Li, 

Quansheng; Chen, 
Sushe

……

知识产权

    截至2020年9月，重点实验室获授权发明专利50余项、PCT专利10余项。

    顾大钊院士等提出的《一种矿井地下水的分布式利用方法》发明专利荣

获第十七届中国专利金奖，该专利技术是煤炭绿色开采领域的一项重大技术

创新，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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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截至2020年9月，重点实验室在煤炭学报、生态学报、煤炭科学技术、

水处理技术、GLOB ECOL CONSERV、J.WATER PROCESS ENG等国内外

期刊上发表论文140篇，其中SCI/EI收录论文70余篇。

    顾大钊院士在《煤炭学报》上发表的论文《煤矿地下水库理论框架和技

术体系》（2015,40(02):239-246）入选“第二届中国科协优秀科技论文”，

荣获2015年度F5000优秀论文和2018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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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承办国内外学术会议6次
积极推进行业技术交流

积极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根据科技部关于“科技活动周”开放日活动的组织安排，实验室举办实验

室参观、实验室科研成果展等活动

24

李晓红院士参观考察重点实验室和生态修复治理示范工程

中国工程院20名院士参观地下水库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师生
一行参观地下水库

绿色开采现场推广会
与会成员参观地下水库

王显政会长参观地下水库





年份  申报/项 批复/项 “双一流”院校比例

2016 52 20 80%

2017 56 20 65%

2018 58 20 70%

2019 77 20 55%

开放基金

开放基金网上申报系统

    重点实验室每年都围绕煤炭开采水资源保护、煤炭开采矿井水处理与利

用、煤炭开采地表生态减损与修复三个前沿研究方向进行科技立项，旨在为

解决西部矿区大规模煤炭开采带来的水资源保护利用、生态环境修复问题探

索新的方法和技术。

资助规模：

    每年400万，20项课题，每项20万元。

申报条件：

    具有博士学位、固定科研岗位的科研人员；具有一定的研究工作基础；

年龄35周岁以下等。

执行情况：

    80项课题正在执行（2017～2020年）, 20项课题完成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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