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技术研究院 2012-2015任期工作总结 

1．获得 973 计划项目 4 项、课题 13 项，863 计划项目 1 项、课题 5 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9 项，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 1 项，国家重大科

研仪器研制项目 1 项，科学仪器与基础研究专款项目 1 项，国家自然基金重点

项目 11 项，共计项目 19 项，课题 27 项。 

表一  2012-2015 重大项目（课题）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负责人 计划类别 级别 

1 低品质煤大规模提质利用的基础研究 刘炯天 973 计划 项目 

2 西部煤炭高强度开采下地质灾害防治与环境保护基础研究  缪协兴 973 计划 项目 

3 深部危险煤层无人采掘装备关键基础研究  葛世荣 973 计划 项目 

4 我国西北煤炭开采中的水资源保护基础理论研究 张东升 973 计划 项目 

5 薄煤层开采关键技术与装备 屠世浩 863 计划 项目 

6 西部重点矿区土地退化因素调查  卞正富 
科技基础性

工作专项 
项目 

7 用于揭示煤与瓦斯突出机理与规律的模拟试验仪器  袁  亮 

国家重大科

研仪器研制

项目 

项目 

8 煤矿巷道锚杆动力无损检测方法与测试系统研究 缪协兴 
科学仪器基

础研究专款 
项目 

9 深部煤层CO2地质存储与CH4强化开采的有效性理论研究 桑树勋 
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 
项目 

10 矿井瓦斯运移与富集的动力学过程及地球物理探测基础 姜  波 
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 
项目 

11 侏罗系煤层上覆 N2 红土采动破坏突水机理及防控研究 李文平 
自然基金 

重点项目 
项目 

12 矿井地震精细探查与重大灾害源识别理论与方法 刘盛东 
联合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项目 

13 西部浅埋煤层薄基岩采动破断规律与灾变控制研究 缪协兴 
联合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项目 

14 高聚能重复脉冲强冲击波煤层增渗新技术基础 秦  勇 
联合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项目 

15 浅埋藏近距离煤层群开采煤炭自燃防治理论与技术基础 秦波涛 
联合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项目 

16 
风积沙区超大工作面开采后土地损伤与生态演变规律及其

修复对策研究 
卞正富 

联合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项目 



17 
新疆中低阶煤中有机质的分子组成结构特征和定向转化反

应的基础研究 
魏贤勇 

联合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项目 

18 高性能超静定特大型振动筛分技术的基础研究 赵跃民 
联合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项目 

19 重载刮板输送机智能驱动系统基础研究 朱真才 
联合基金项

目重点项目 
项目 

20 冻土工程地基形变机制与基础稳定性评价 周国庆 973 计划 课题 

21 页岩微孔缝结构与页岩气赋存富集研究 朱炎铭 973 计划 课题 

22 煤炭脱水提质的量子/分子力学分析与能量机制 刘炯天 973 计划 课题 

23 低品质煤干法脱灰脱水的流态化基础 赵跃民 973 计划 课题 

24 煤炭深度脱硫降灰的非均衡过程及其动力学 曹亦俊 973 计划 课题 

25 深长隧道突水突泥灾变演化与失稳机理 靖洪文 973 计划 课题 

26 侏罗-白垩系富煤区域地层结构与水沙动力学特征 孙亚军 973 计划 课题 

27 高强度开采下矿区环境损伤的形成机理与预测 张  农 973 计划 课题 

28 防治重大地质灾害和环境损伤的采煤理论与方法 缪协兴 973 计划 课题 

29 深部煤岩自适应高效截割原理与适用性评估 葛世荣 973 计划 课题 

30 非定常工况下超深矿井提升系统危机预防及安全运行研究 朱真才 973 计划 课题 

31 西北煤田生态-水-地质结构特征与环境工程地质模式 李文平 973 计划 课题 

32 水资源保护性开采理论与控制方法 张东升 973 计划 课题 

33 面向煤矿灾害救援机器人研究开发与应用 朱 华 863 计划 课题 

34 大型露天矿规模化开采新工艺研究 才庆祥 863 计划 课题 

35 薄煤层开采工艺及安全保障技术 屠世浩 863 计划 课题 

36 工作面“三机”协同控制技术 钱建生 863 计划 课题 

37 采煤机工作可靠性智能监测技术 李 威 863 计划 课题 

38 城镇应急管理机制和应急预案体系建设规划 雷长群 
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 
课题 

39 煤矿区国土资源协调与调控研究 李 钢 
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 
课题 

40 煤矿采选充采一体化关键技术开发与示范 郭广礼 
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 
课题 

41 
矿井信息采集关键技术研究与新型传感关键技术研究及相

关产品研制 
丁恩杰 

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 
课题 

42 矿井冒顶与地压灾害防治技术及示范 许家林 
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 
课题 

43 矿井突水重大灾害实时监测预警技术 岳建华 
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 
课题 

44 矿井爆炸危险性实时监测预警技术研究 任子晖 
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 
课题 

45 二次资源的可选性及其开发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张海军 
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 
课题 

46 赤铁矿反浮选尾矿二次分选技术研究与工艺系统 王永田 
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 
课题 

2．新增 1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 个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示范机构；与



新汶矿业集团共建国家工程实验室 1 个，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共建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研究中心 1 个、国家能源局重点实验室 1 个，与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

团联合共建国家能源局重点实验室 1 个，与川煤集团共建企业研究院 1 个。 

表二  2012-2015科技创新平台 

序号 名    称 依托单位 平台类别 

1 
国家煤加工与洁净化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中国矿业大学 国家级 

2 第四批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中国矿业大学技术转移中心 国家级 

3 煤矿充填开采国家工程实验室 山东能源新汶矿业集团 校企共建 

4 
煤炭绿色安全高效开采国家地

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校企共建 

5 
国家能源煤炭分质清洁转化重

点实验室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校企共建 

6 
国家能源煤与煤层气共采技术

重点实验室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校企共建 

7 
四川省科建煤炭产业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 
川煤集团 校企共建 

 

3．科研经费 2013 年达 5.71 亿元，纵向经费 2014 年达到 1.96 亿元。 

表三  2012-2015科研经费 

年    份 2012 2013 2014 2015 合计 

总经费（亿元） 5.05 5.71 4.87 4.13 19.76 

纵向经费（亿元） 1.45 1.77 1.96 1.87 7.05 

横向经费（亿元） 3.6 3.94 2.91 2.26 12.71 

 



4．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批准经费达到 7838 万元。 

表四  2012-20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年    份 2012 2013 2014 2015 合计 

立项数（项） 115 111 127 121 474 

经费（万元） 5681.5 5521.5 7838 5316.56 24357.56 

5．2015 年在 SCI 源刊上发表论文 1034 篇，其中第一单位 881 篇。 

表五  2012-2015第一单位在 SCI源刊发表论文 

年      份 2012 2013 2014 2015 合计 

SCI 源刊发表论文数 359 549 779 881 2568 



6．获国家科技奖励 16 项。 

表六  2012-2015 国家科技奖励 

序

号 

获奖

年份 
项目名称 获奖类别 等级 单位排名 

1 2012 
综合机械化固体废弃物密实充填与采煤

一体化技术 
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 1 

2 2012 防治煤自燃的高效阻化方法与关键技术 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 1 

3 2012 
露天煤矿高台阶抛掷爆破与吊斗铲倒堆

工艺技术及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 3 

4 2012 
大同矿区复杂开采条件煤炭火灾防治关

键技术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 3 

5 2012 
全数字化土地资源评价关键技术与工程

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 4 

6 2013 多流态梯级强化浮选技术开发及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 1 

7 2013 
0.6m～1.3m 复杂薄煤层自动化综采成

套技术与装备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 3 

8 2013 面向数字化采矿的软件关键技术及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 3 

9 2013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深部动力灾害一体化

预测与防治关键技术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 5 

10 2014 
特厚煤层大采高综放开采关键技术及装

备 
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 9 

11 2014 高性能大型振动筛关键技术及其应用 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 1 

12 2014 
宁东特大型整装煤田高效开发利用及深

加工关键技术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 2 

13 2014 
大型铁矿山露天井下协同开采及风险防

控关键技术与应用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 3 

14 2015 
年产千万吨级矿井大型提升容器及安全

运行保障关键技术 
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 1 

15 2015 
高瓦斯突出煤层强化卸压增透及瓦斯资

源化高效抽采关键技术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 1 

16 2015 
超大直径深立井建井关键技术及成套装

备 
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 3 

http://www.nosta.gov.cn/upload/2013slgb/jb_252/910-4005.html
http://www.nosta.gov.cn/upload/2013slgb/jb_252/905-4004.html
http://www.nosta.gov.cn/upload/2013slgb/jb_252/905-4004.html
http://www.nosta.gov.cn/upload/2013slgb/jb_220/115-4013.html
http://www.nosta.gov.cn/upload/2013slgb/jb_252/905-4005.html
http://www.nosta.gov.cn/upload/2013slgb/jb_252/905-4005.html
http://dsi.cumt.edu.cn/website/article/download.download?id=8337
http://dsi.cumt.edu.cn/website/article/download.download?id=8337


7．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1034 件、国外发明专利 28 件。 

表七  2012-2015 申请及授权发明专利 

年    份 2012 2013 2014 2015 合计 

授权中国发明专利（件） 139 204 214 477 1034 

授权国外发明专利（件） 1 4 4 19 28 

申请中国发明专利（件） 306 530 584 647 2067 

申请 PCT 专利（件） 8 33 54 146 241 

申请国外发明专利（件） 10 10 57 114 191 

 

8．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1 人、优秀青年基金 2 人。 

表八  2012-2015 杰青、优青 

序号 姓名 单位 项目名称 人才类别 

1 周福宝 安全学院 矿井瓦斯抽采与安全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2 浦  海 深部岩土国重 采动岩体力学与煤矿灾害防治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3 黄炳香 矿业学院 煤岩体水力致裂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 

 

9．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4人（2014 年起取消该计划）。 

表九  2012-2013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序号 姓名 单位 项目名称 年份 

1 王新宇 管理学院 金融工程、能源经济 2012 

2 雷少刚 环测学院 矿区资源环境监测与整治 2012 

3 马立强 矿业学院 保水开采与岩层移动控制 2012 

4 黄炳香 矿业学院 煤岩体水力致裂与放顶煤开采 2012 

5 翟  成 安全学院 煤矿瓦斯防治 2012 

6 彭玉兴 机电学院 工程摩擦学 2012 

7 杨圣奇 深部岩土国重 岩石力学与工程 2012 

8 周长春 化工学院 硅酸盐矿物分选（铝土矿浮选） 2012 

9 曹国华 机电学院 机械动力学 2013 

10 李  伟 机电学院 复杂系统故障诊断 2013 

11 王  坚 环测学院 矿山灾害对地联合观测 2013 

12 张海军 化工学院 微细粒分选技术及资源综合利用 2013 

13 仲晓星 安全学院 矿井火灾防治 2013 

14 周  伟 矿业学院 露天开采及边坡稳定 2013 

10．新增和滚动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各 1 个，新增省部级

创新团队 5 个。 

表十  2012-2015 省部级及以上创新团队 

序 团队类别 团队名称 团队带头人 年份 单位 



号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创新研究群体 

煤炭资源高效洁净加工理论

与应用研究 
赵跃民 2013 化工学院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创新研究群体 

充填采煤的基础理论与应用

研究 
缪协兴 2015 深部岩土国重 

3 教育部创新团队 矿山大型机电装备可靠性  朱真才 2013 机电学院 

4 教育部创新团队 煤矿瓦斯与煤自燃防治 周福宝 2014 安全学院 

5 教育部创新团队 
深井煤与瓦斯共采理论与实

践 
张  农 2015 矿业学院 

6 
江苏高等学校优秀

科技创新团队 

矿山大型机电装备远程智能

故障诊断 
夏士雄 2014 计算机学院 

7 
江苏高等学校优秀

科技创新团队 
矿山机电装备健康监测 李  伟 2015 机电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