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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矿山安全生产科研攻关公示项目(第一批)名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牵头申报单位 所属领域 

1 深井地面水力压裂增透预抽瓦斯效果评价及潜在危险区判识 杨科 安徽理工大学 煤矿 

2 掘采扰动煤岩巷道围岩锚固体分时破裂机理及锚固增效方法 高林 贵州大学 煤矿 

3 钻锚一体化智能快掘关键技术及装备 姜鹏飞 中煤科工开采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4 煤与瓦斯物理流态化开采技术试验研究 白鹏 山西石泉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5 煤矿工作面水害防治智能化定向钻进技术装备研制 方鹏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6 露天矿空区精准探测与评估关键技术 周游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7 煤矿危险区域检测勘察飞行机器人平台研发与应用示范 刘业献 山东能源集团西北矿业有限公司 煤矿 

8 矿井火灾时期应急导航技术与装备研发 高科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煤矿 

9 
新田煤矿井上下“三区联动”抽采煤层瓦斯项目——基于水平井分段压

裂技术的工作面先抽后掘辅助消突技术 
陈祖国 永贵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新田煤矿 煤矿 

10 
榆神矿区红土垫层缺失及采动劣化区隔水再造修复技术与控水开采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华照来 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 煤矿 

11 煤矿灾害隐患 AI视频智能识别与预警技术及装备 钱建生 中国矿业大学 煤矿 

12 神东矿区多煤层高强度开采动力灾害综合预控技术研究 杜涛涛 中煤科工开采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13 煤矿冲击地压电荷监测指标及其临界预警值研究 王岗 辽宁大学 煤矿 

14 煤基固废充填减损与安全绿色开采关键技术研究 杨科 安徽理工大学 煤矿 

15 工作面顶板灾害近远场协同预警与精准防控技术 徐刚 中煤科工开采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16 高瓦斯低透性煤层液态 CO2相变脉动驱替 CH4强化抽采技术研究 文虎 西安科技大学 煤矿 

17 矿用智能无人驾驶机器人 史浩 北京华电力拓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煤矿 

18 煤矿超低浓度瓦斯减排利用关键技术应用 蒋兴法 贵州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技术中心 煤矿 

19 融合系统传输稳定性分析验证系统 曾学礼 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安全技术中心 煤矿 

20 煤矿瓦斯抽采系统自适应调控关键技术及装备 王振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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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浅埋近距离煤层上行开采煤柱群失稳机制与防控技术研究 管伟明 新疆大学 煤矿 

22 矿井防灭火全作业链智能管控关键技术研究 王海燕 北京科技大学 煤矿 

23 大区域超前瓦斯防治关键技术及装备 武文宾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24 冲击地压高效精准卸压技术与装备研究 夏永学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25 煤层群采动裂隙带定向长钻孔“以孔带巷”精准高效抽采关键技术 程志恒 华北科技学院 煤矿 

26 深井高应力大巷煤柱“释能改性”防治冲击地压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 朱斯陶 北京科技大学 煤矿 

27 井地联合微震智能监测预测技术研究 罗浩 辽宁大学 煤矿 

28 薄煤层半煤岩巷道快速掘进关键技术研究与成套装备研制 孟建新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技术研究分公司 煤矿 

29 基于多源数据建模的智能工作面地质透明化技术研究 袁永榜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30 复杂地质条件下煤矿特长斜井敞开式 TBM施工装备及关键技术研究 张鲁鲁 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31 煤矿井下 CO超限处置及应急防护技术装备 苏科舜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32 十一矿己四西翼大采高架后膏体充填采煤技术研究与应用 朱同功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33 基于矿鸿操作系统的综采工作面智能化控制技术研究及应用 彭亮 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34 等高式薄煤层智能开采关键技术研究与成套装备研制 杨晓辉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煤矿 

35 煤矿深部开采多物理场性质及其应用研究 齐庆新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煤矿 

36 深部采动影响下冲击-突出复合动力灾害孕灾机制及防控技术研究 孙海涛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37 煤矿采空区热动力灾害精准监测与智能预警 陆伟 安徽理工大学 煤矿 

38 煤层瓦斯钻孔智能化抽采成套技术体系及装备研究 韩柏青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39 
新疆疆纳矿业有限公司伊吾县淖毛湖矿区兴盛露天煤矿轮斗连续工艺

采煤工程 
李伟 新疆疆纳矿业有限公司 煤矿 

40 5G智能开采技术 徐辉 内蒙古智能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41 冲击地压巷道协同支护关键技术及装备 吴拥政 中煤科工开采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42 雾滴超声震荡与煤尘结合成三态胶质粒用于井下除尘的研究 司光鹏 山东华睿电气有限公司 煤矿 

43 煤矿智能通风与应急管控平台研究与示范应用 李雨成 太原理工大学 煤矿 

44 “互联网+监管监察”在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林青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45 奥灰带压典型矿井水害智慧应急救援与处置系统研究 纪润清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46 煤矿透明地质保障平台研究与示范 李鹏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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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薄煤层高效等高式智能化开采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工程 赵建兵 延安市禾草沟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 

48 高应力软岩条件下双向应力平衡支护技术研究与应用 付永志 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49 矿井工作面微震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 鲜鹏辉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50 煤矿井下重点装备电磁兼容关键技术研究 王利峰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 煤矿 

51 
深部强采动影响下卸压劣化围岩改性协同支护及智能预测预警关键技

术 
许文松 安徽理工大学 煤矿 

52 小煤柱采空区煤自燃危险区域精准判定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 翟小伟 西安科技大学 煤矿 

53 煤矿多灾种融合预警技术研究与开发 张志刚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54 取消驾驶室纯电无人矿用卡车关键技术研究 赵耀忠 华能伊敏露天矿 煤矿 

55 浅埋深特厚煤层智能连采连充技术与装备研究 杨栓 国能榆林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56 碎软突出煤层智能化区域瓦斯治理技术与装备 田宏亮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57 鄂尔多斯地区中深部矿井震-冲致灾机制及防治技术研究 韩刚 中煤能源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58 覆岩离层注浆充填与绿色开采技术研究项目 林中湘 山西潞安中煤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煤矿 

59 永陇公司冲击地压机理、预测预警与综合治理技术研究 曹安业 中国矿业大学 煤矿 

60 矿山顶板灾变机理及预警响应 殷帅峰 华北科技学院 煤矿 

61 火电厂烟气预防采空区煤炭自燃及预处理技术研究与应用 任福勇 国家能源集团国源电力有限公司大南湖一矿 煤矿 

62 近水平煤层巷式条带全采全充关键技术研究 郝万东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63 煤矿智能化装备功能安全与标准规范研究 孟积渐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 煤矿 

64 数字式煤岩体三向应力传感器研发 何团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煤矿 

65 长掘长探钻孔多参数一体化探测技术与装备 赵睿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66 煤矿防底板突水区域治理注浆效果微震监测技术研究 余国锋 平安煤炭开采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67 基于边缘计算海量传感的井地联合微震监测设备攻关 马技 辽宁大学 煤矿 

68 煤矿灾害智能预警与综合防治信息管理平台 V1.0 李宏杰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69 基于自主定位的煤矿辅运智能驾驶系统研制 彭庆国 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70 基于机器学习的机电设备故障预测、故障诊断与健康管理系统 姚仲舒 山西菲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煤矿 

71 
基于长水平孔大规模水力压裂卸压的强采动影响巷道围岩控制技术研

究 
杨旭 山西天地王坡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 

72 基于模块化设计的矿山融合通信及多业务协同智能管控系统的研发与 杨会龙 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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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73 矿井胶带火灾监测预警与智能控制关键技术研究 张铎 西安科技大学 煤矿 

74 基于激光扫描技术的煤矿井下巷道形变监测预警系统研究 宋刚 中煤天津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75 矿用运输皮带安全的智能化检测与预警研究 张释如 西安科技大学 煤矿 

76 矿用边缘计算物联网关研发 杨勇 山西菲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煤矿 

77 半煤岩巷快速掘进系统研发与应用 杨昊鹏 陕西能源凉水井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78 智能化矿井安全运输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魏臻 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79 矿用 5G防爆共性技术与装备研发 张勇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 煤矿 

80 复杂地质条件下安全高效全流程掘进机械化工法研究 徐华生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业分公司 煤矿 

81 煤层膨胀变形数字化智能监测系统 陈本良 平安煤炭开采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82 义马煤田巨厚砾岩运动探测与冲击地压防治技术研究 邵轩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83 桌子山煤田煤层底板奥灰水超前区域治理关键技术研究 徐严军 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84 基于电阻率层析成像的矿山巷道地下水动态监测系统 贾靖 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85 龙泉煤矿绿色开采（采空区矸石注浆充填）科研工程 任有奎 中煤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86 煤矿五大灾害综合监测与智能预警平台开发 范志忠 中煤科工开采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87 矿井瓦斯动态巡检与智能管控技术研究 吴波 陕西山利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88 林华煤矿地面水力压裂增透瓦斯抽采技术 张锡兵 贵州林华矿业有限公司 煤矿 

89 超长仰采孤岛煤柱综放工作面冲击地压防治研究 邵轩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90 富水软岩低渗透露天煤矿控制开采技术研究 刘先彪 国能宝清煤电化有限公司 煤矿 

91 煤矿井下视频识别可靠性评判技术及使用管理规范研究 李宗伟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 煤矿 

92 玄离井下巡检、救援机器人 张梅 安徽玄离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93 全流程自动钻进工艺研究 陈建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业分公司 煤矿 

94 随采随探透明地质保障系统研究 龙康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业分公司 煤矿 

95 基于采掘扰动与煤岩卸压叠加影响的冲击地压矿井科学采掘速度研究 崔峰 西安科技大学 煤矿 

96 智能无人开采控制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刘清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97 雁南煤矿智能通风控制系统研究与应用 付永志 内蒙古大雁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98 地面水平井分段压裂防治冲击地压技术研究 白永明 陕西彬长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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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底板带压开采不同抗阻水指数岩层的安全突水系数研究 王玺瑞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100 棋盘井煤矿 5G多频段融合组网技术研究 刘波 国能蒙西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101 大埋深窄间距强支护综采智能化液压支架的研究与应用 焦振营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102 超深超大规模开采地压灾害评估与动态调控技术 李真 本溪龙新矿业有限公司 煤矿 

103 深井开采冲击地压区域动力特征及分级防治技术研究 孙德全 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 煤矿 

104 宁武煤田特厚煤层综采工作面煤体破碎带预加固技术研究 郭国强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105 
乌海能源掘、支、锚、运、探一体式智能化掘进工作面关键技术及成套

装备研发 
苗继军 国家能源集团乌海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06 掘进工作面设备群人员接近防护系统关键技术研究 杜春晖 山西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 煤矿 

107 自适应防冲液压支架防控巷道冲击地压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 肖永惠 辽宁大学 煤矿 

108 煤矿安全生产数据标准化体系建设 程步青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煤矿 

109 矿用高水基高压数字液压缸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制 周如林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110 倾斜煤层群开采冲击地压防范性技术研究 陈文晨 鄂托克前旗长城五号矿业有限公司 煤矿 

111 基于 5G技术的煤矿灾害防治预警系统 杨勇 山西菲斯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煤矿 

112 煤矿井下全域智能视频分析技术及系统 张立亚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113 煤矿设备卫士 储汉卿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114 近距离煤层上行开采技术研究 胡全宏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羊场湾煤矿 煤矿 

115 基于 PLC的综采泵站三机集控及 PHM研究与应用 崔耀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116 白芨沟煤矿北翼采区高瓦斯特厚煤层抽采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赵文华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17 煤矿综采工作面瓦斯隐患预测 程步青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煤矿 

118 采动影响下工作面邻近系统巷道围岩失稳机理及稳定性控制技术 程详 安徽理工大学 煤矿 

119 低渗透煤层螯合型湿润剂注水软化增透防灾技术研究 徐连满 辽宁大学 煤矿 

120 井下移动式二氧化碳跨临界绿色制冷技术与装备研究 黄遵文 平安开诚智能安全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21 矿用高压比高效换热局部制冷设备研究与应用 李延河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122 智慧矿山灾害光纤/激光监测预警技术研究 宋成祥 山东光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煤矿 

123 一种煤矿辅助运输用无人化防爆柴电混合单轨吊机车 薛安东 太原矿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124 煤矿采掘扰动下水害隐患智能监测技术与装备 鲁晶津 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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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煤矿采动区瓦斯富集机理及其涌出量动态预测研究 李日富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126 煤矿瓦斯抽采达标智能化运维管控系统研发 桑培淼 韩城市枣庄实业有限公司 煤矿 

127 喀斯特地质条件下离层水害形成机理与防治措施研究 苏德国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煤矿 

128 矿山水害致灾因素分析与防水工程技术研究 邓红卫 中南大学 煤矿 

129 煤矿自燃火灾智能监测预警关键技术与应用 王凯 西安科技大学 煤矿 

130 采矿环境再造下分层综放开采多源灾害一体化防控技术研究 李乃录 彬县水帘洞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31 掘进机用小型智能锚护钻机研制 康鹏 山西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 煤矿 

132 煤矿巡检机器人系统安全策略及检验技术研究 常琳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 煤矿 

133 
五沟煤矿松散含水砂层注浆改造与薄基岩煤层控水控灾开采应用与研

究 
傅崑岚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34 煤与瓦斯突出危险多元信息融合精准辨识及监测预警技术 舒龙勇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135 工作面突出预测快速施工与检测成套技术装备研发 王公达 天津矿安科技有限公司 煤矿 

136 露天边帮采煤机回收残煤 李永军 伊金霍洛旗德隆矿业有限公司 煤矿 

137 煤矿大倾角斜井辅助运输连续化工艺系统和技术装备研发 刘少权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煤矿 

138 煤矿智能辅助运输管控一体化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 陈晓晶 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139 松软围岩巷道超高强柔性锚杆与矿物基注材支护技术研究 范军平 山西华阳集团新能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140 煤矿巷道围岩岩性智能化识别与巷道掘进技术研究 甘林堂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业分公司 煤矿 

141 
平煤股份东部矿区地面三区联动安全高效瓦斯抽采治理模式研究与应

用 
李延河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142 煤矿水害地空电磁探测技术研究 崔焕玉 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143 基于MR的远程故障会诊交互技术研究与装备研制 杨晓辉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煤矿 

144 矿用智能开槽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 郭文孝 山西天地煤机装备有限公司 煤矿 

145 
阳泉矿区碎软煤层气体定向钻进与大通径筛管护孔抽采瓦斯技术及智

能制氮装备研究 
李月奎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146 特厚煤层大断面空巷新型复合结构墩柱快速支护技术研究及应用 田锦州 中煤科工开采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147 特大型智能化矿用潜水电泵关键技术研究 金雷 合肥恒大江海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148 基于透明地质综放工作面智能协同开采技术研究 王军胜 陕西陕煤蒲白矿业有限公司 煤矿 

149 千米深井低采高岩石保护层工作面高效预裂技术研究与应用 焦振营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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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煤矿重要负荷高可靠性安全保障储能电源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雷延峰 库车市科兴煤炭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51 预应力锚杆（索）施工质量全数量无人化检测技术与装备研发 王毅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煤矿 

152 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在采空区大面积悬顶预防中的应用研究 曹冬冬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53 布尔台煤矿动力灾害发生机理及防治技术研究 张传玖 国能神东煤炭布尔台煤矿 煤矿 

154 地面定向钻孔预注浆与巷道顶板控制技术研究 赵光明 安徽理工大学 煤矿 

155 陕北地区厚层油页岩顶板回采巷道群锚锁定效应及柔性支护技术研究 赵建兵 延安市禾草沟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 

156 袁大滩煤矿半煤岩智能快速掘进系统技术研究与应用 曹涛 榆林市榆阳中能袁大滩矿业有限公司 煤矿 

157 综放工作面火灾精准综合防治技术研究 景珂宁 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158 煤自燃近原位测定方法与技术装备研究 郑万成 四川省煤炭设计研究院 煤矿 

159 采动卸压三场量化及区域靶向优选瓦斯精准抽采技术研究及应用 孙小岩 韩城市枣庄实业有限公司 煤矿 

160 静水声液耦合增透强化瓦斯抽采技术研究与应用 闫本正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煤矿 

161 煤矿瓦斯智能抽采场-区-网大数据一体化能源互联网 段宏飞 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162 软煤定向钻孔区域消突工艺、装备及成套抽采技术研究 陈建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业分公司 煤矿 

163 巨厚含灰水害防治与水资源保护技术集成与示范 高春芳 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164 深井高地压极难支护巷道一体化高效控制成套技术、工艺及装备 郭永存 安徽理工大学 煤矿 

165 大通量管道输送瓦斯利用安全防护技术 霍春秀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166 厚煤层大采高工作面防治水技术与地表岩移规律研究 高峰 陕西华电榆横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67 
突出煤层深部开采复合动力灾害区域-局部多元融合智能探测预警技术

研究与实施 
张建国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68 单孔多含水层地下水动态集成监测系统研发 陈善成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勘查研究院 煤矿 

169 碎软煤层瓦斯抽采气动定向钻孔关键技术研究 杨旭 山西天地王坡煤业有限公司 煤矿 

170 复杂地质条件下冲击地压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苗永新 陕西陕煤蒲白矿业有限公司 煤矿 

171 陕西招贤煤矿白垩纪巨厚含水层离层水防治技术研究 吴玉华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72 智能掘进工作面煤岩结构超前三维精准探测技术及装备研发 王利欣 中煤（天津）地下工程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173 矿井通风智能化风速风量监测技术与装备 张浪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174 煤矿井下储能微电网分布式电源协同控制研究 李起伟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175 掘进装备导航系统测试方法研究 张婷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太原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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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智能化矿井 5G 抗干扰关键技术及应用 黄晓俊 西安科技大学 煤矿 

177 工作面透明地质技术体系构建与应用 胡城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178 
基于喀斯特起伏地貌特征的瓦斯赋存规律及抽采工程部署体系研究及

应用 
熊俊杰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煤矿 

179 低透极软突出煤层地面 L型水平井瓦斯抽采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 孙小岩 韩城市枣庄实业有限公司 煤矿 

180 侏罗纪煤田顶板强突水砂岩含水层涌水机理及修复治理技术研究 王海宾 陕西正通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81 原发型微震密集区形成机理研究 赵立松 河北煤炭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182 煤矿搬运类机器人关键技术研究 朱玉芹 中煤科工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煤矿 

183 顶板精细化超前探测与隐伏采空区边界识别技术研究 汪为平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184 三软突出厚煤层水力化精准高效瓦斯治理技术及工程应用研究 侯建军 河南省新郑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85 邢台矿西井水害危险性评价及智能安全保障信息系统建设技术研究 王玺瑞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煤矿 

186 煤电固体废物充填开采关键技术研究 欧阳广钱 陕西能源赵石畔矿业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87 矿井智能通风系统 王晓鹏 中煤航测遥感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188 新型材料在移动式防爆设备隔爆外壳应用研究 张勇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有限公司 煤矿 

189 不连沟煤矿特厚煤层采掘工作面顶板智能监测预警平台研发 陈万辉 内蒙古蒙泰不连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90 基于透明地质的水害监测分级预警技术研究 李云波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煤矿 

191 巷道高强高流态注浆材料研发与超前注浆加固优化参数 王艳芬 安徽理工大学 煤矿 

192 复杂煤体结构下智能掘进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代业滨 鄂尔多斯市国源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93 煤矿区煤与煤层气共采理论与关键技术体系及示范工程 李国富 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194 厚层坚硬顶板工作面水力切顶卸压及小煤柱护巷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张京民 库车市科兴煤炭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95 分布式驱动大容量防爆锂离子蓄电池单轨吊的研发与应用 袁成金 四川嘉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96 穿层钻孔精准设计、冲孔、评价系统研究与应用 杨程涛 河南能源化工集团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煤矿 

197 高压、高浓度裂隙瓦斯和硫化氢综合防治技术体系研究 汪胜 龙门峡南煤矿 煤矿 

198 澄合矿区中深部复合底板承压水害超前治理关键技术研究 薛小勇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西卓煤矿 煤矿 

199 霍洛湾煤矿智能视频分析与应用 杨晓辉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煤矿 

200 
新疆阿艾矿区坚硬厚煤层定向长钻孔水力压裂煤层增透、注水综合治理

技术研究 
单成方 库车县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201 基于中值神经网络的矿山机电运输设备智能运行与安全预警网络化系 谢长贵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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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研究 

202 离柳矿区兴县区煤矿瓦斯赋存规律与协同治理研究 安丰存 山西锦兴能源有限公司 煤矿 

203 掘进作业序列智能监测创新 潘龙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煤矿 

204 主运智能监测 潘龙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煤矿 

205 阳泉矿区碎软煤层井下水力压裂模式及压裂效果分析评价研究 令狐建设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煤矿 

206 
胜利能源基于三位一体监测指标的边坡稳定性分级及失稳早期预警关

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示范 
黄月军 国能北电胜利能源有限公司 煤矿 

207 复杂磷矿多灾源安全协同管控关键技术与应用 王其虎 武汉科技大学 非煤矿山 

208 大型露天建材矿山智能化爆破关键技术研究 叶海旺 武汉理工大学 非煤矿山 

209 大型矿山超高陡边坡透明化监测预警技术研究 张亦海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非煤矿山 

210 高尾矿坝透镜体孕灾规律及精细化稳定性计算方法研究与应用 李全明 北方工业大学 非煤矿山 

211 基于超视距识别的露天矿全局边坡自动巡检与灾害智能识别技术研究 吴顺川 昆明理工大学 非煤矿山 

212 金属矿山深部地压多参量实时在线智能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研究 修国林 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213 基于多光谱监测的深部磷矿开采岩爆灾害防控技术研究 吝曼卿 武汉工程大学 非煤矿山 

214 非煤矿山智能通风调节控制系统开发与研究 周焕明 中钢集团安全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215 鄂西深部磷矿岩爆致灾机理及其综合防控技术研究 叶义成 武汉科技大学 非煤矿山 

216 地下磷矿山掘进机截割嗣后充填采矿技术研究与示范 张文胜 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非煤矿山 

217 基于 5G全联接的有色金属矿山人工智能示范应用 杨鹏 中铝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218 数码电子雷管起爆条件下矿山巷道围岩稳定性控制关键技术 秦绍兵 中钢集团安全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219 基于可控冲击波采矿、选矿新技术研究 阳建国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西安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 
非煤矿山 

220 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公司 I号铜矿带深部顶柱安全回采研究 孙丽军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221 中低品位磷矿山固废胶结体宏细观损伤特性及充填空区力学效应研究 张卫中 武汉工程大学 非煤矿山 

222 系列化智能型天井钻机及关键技术研发 王毅 湖南创远高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非煤矿山 

223 高寒地区金属非金属矿山采空区充填技术研究 朱起作 陈巴尔虎天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非煤矿山 

224 采空区隐蔽致灾因素分析与治理技术研究 邓红卫 中南大学 非煤矿山 

225 急倾斜薄细矿体安全高效采矿工艺技术及关键装备研究及应用示范 张庆旭 广西桂华成有限责任公司 非煤矿山 

226 矿山岩溶巷道治理关键技术 谢其发 湖南楚湘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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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露天矿山排土场与尾矿库联合排放高效安全堆置关键技术研究 段蔚平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228 基于数字孪生的尾矿库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研究 王新坪 西安捷达测控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229 5G远程穿孔采掘运输技术在露天矿的智能化应用研究 胡方强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230 阿希金矿掘进机机械采矿项目 王勇 西部黄金伊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非煤矿山 

231 大型露天采坑高陡边坡滑坡预防治理及变形监测技术研究 郑禄璟 贵州锦丰矿业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232 控制爆破技术在露天矿山高陡边坡实践应用及边坡稳定性影响研究 黄惠勇 四川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 非煤矿山 

233 陕北地区人工开挖黄土高边坡优化设计研究 吕远强 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非煤矿山 

234 
以“无人机”等移动装备为载体的矿山风险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及关键传

感设备 
程伟 武汉盛世金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235 PMF在承德地区尾矿库防洪减灾中的研究与应用 张玉坤 承德市应急管理局 非煤矿山 

236 敦德高原高寒采空区探测及治理技术研究 刘积峰 巴州敦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非煤矿山 

237 露天矿山边坡稳定性分析数字化技术 代永新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238 基于爆破震动的石灰石露天矿山溶洞探测研究 罗渊 四川省煤炭设计研究院 非煤矿山 

239 互联网+矿山安全生产预警智能化数字中台研究及开发 寇向宇 长沙矿山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非煤矿山 

240 露天矿山结构劣化边坡超前预稳关键技术研究 代永新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241 高地温掘进工作面围岩精准隔热高效降温技术研究 李刚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 非煤矿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