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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兖矿矿集集团团：：一一项项技技术术造造就就的的国国际际化化

本报记者 刘相华
通讯员 吴玉华

综采技术奠定国
际化基础

兖矿国际化，起因竟然得
益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之初，国务院耗
费600亿元巨资，引进9套大型
化工项目、100套综合采煤设备
和22个钢铁项目。兖州矿务局
志 ( 第一卷 ) 第 2 3 4 页记载：

“1979年，煤炭部分两批配给兖
州局英国、日本综采设备9套，
奥地利、日本综掘机组9套，开
始改普采为综合机械化采煤。”

“刚来的两套综采设备放
在广场上，盖着帆布，民兵背着
枪站岗，日夜看护着，大人小孩
都不能摸。”原南屯矿综采工区
区长赵常运回忆起改革开放之
初南屯矿接受两套综采设备时
的情形。“这么先进的大家伙，
谁也没有见过，更别说使用
了。”

从害怕、怵头，到接触、了
解，从使用、消化，到吸收、创
新，南屯矿综采工区成为兖矿
综采的“黄埔军校”，一大批综
采技术人员开枝散叶，陆续在
新建的兴隆庄矿、鲍店矿、东滩
矿等六座现代化矿井开花结
果。

兖州矿务局志(第一卷)第
234页同样记载：“1980年3月21
日，南屯矿第一个综采工作面
一次性投产成功，当年产煤
55 . 9万吨，开创了兖州局综采
生产的新纪元。”

1981年7月，年产300万吨
的兴隆庄矿建成试生产时，该
矿四个采区十个采煤面装备了
日本、英国综采设备5套，日本、
奥地利掘进机组5部，均是上世
纪80年代世界水平。

1988年，孟祥军大学毕业
分配到兴隆庄矿时，兖矿原煤
产量已达931 . 88万吨，兴隆庄
矿年产突破300万吨！

“兴隆庄煤矿煤层厚度九

米左右，利用既有技术工艺，只
能分三层开采。自上而下一层
一层开采，越采压力越大，不仅
开采困难，而且未开采的煤层
还易‘发火’，当时的救护队每
周都救几场火。”现在已是兖矿
总工程师的孟祥军回忆，当时
兴隆庄煤矿有7个综采队，1000
多人，一年紧紧巴巴采到300万
吨，“平均一个月推进一米，不
是冒顶就是断链子。”

开采困难、环境艰苦、安全
隐患大、工作效率低，这些现状
让兖矿意识到技术升级的必要
性。20世纪90年代初期，兖矿开
始研究综采放顶煤技术。

综放技术助推三
地上市

1992年，原煤炭部为了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
求，提出要通过建设高产高效
矿井，提高单产单进，实现合理
集中生产，达到减人减面提效
的目的，提高煤矿经营效益，以
逐步接近或达到世界主要产煤
国家的先进水平，逐步实现中
国煤炭工业的现代化。为此，8
月，在邢台矿务局召开高产高
效(以下简称“双高”)矿井建设
会议，提出在本世界末建成100
座高产高效矿井的发展规划，
颁发了“高产高效矿井暂行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根据煤炭部“双高”会议精

神，1993年，南屯矿建成高产高
效矿井，矿井年产量达到230万
吨，是年，兖州矿务局开展了

“双高”矿井建设的第二战役，
提出以综采“双百万”工程为龙
头，促进“双高”矿井建设。全局
8个综采队有4个队年产超过
200万吨，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大
幅度提高。

与此同时，1992年，兴隆庄
矿第一个综放工作面5306工作
面实验成功。

综采放顶煤技术，即利用
综采设备将下面的煤采完，再
将上部悬空的煤层放下来。这
种开采的方式不仅大大降低巷
道工程量，减轻工人劳动强度，
而且减少煤炭残留，解决了煤
炭自燃的问题。

综采放顶煤技术因尹屡屡
出现难以克服的困难，在国外
逐渐萎缩，在国内经过数年研
发虽取得一定突破，但无法正
常投入使用。理论虽然通俗易
懂，但实际操作困难重重，兖矿
用两年时间攻克难关。

兖州矿务局志(第二卷)
244页记载：“(综采放顶煤技
术)在短短几年内，先后在兴
隆、鲍店、南屯和东滩四对大型
综采化矿井大面积应用，综放
产量迅速提高。1992年，全局仅
兴隆庄矿0 . 528个综放工作面
产煤530285吨，仅占全局采产
量的5 . 7%；到1995年综放工作
面增到 4 . 2 1 6个，实际产量

906 . 22万吨，占全局综采产量
的60 . 56%，三年时间综放产量
提高17倍，平均每年产量递增
284万吨。到1996年，先后建成
了南屯、兴隆庄、鲍店、东滩矿
四个高产高效矿井。”

1996年2月，兖州局企业改
制为兖州矿业(集团)有限公
司。随即，兖矿集中精力做上市
准备，在原煤炭部上市指标已
经发完的情况下，争取到了额
外名额。1997年，兖矿发起设立
了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3月，顶着金融危机的惊
涛骇浪，兖州煤业在纽约、香港
上市。同年7月，兖州煤业在上
海上市。

“如果没有综采技术，在亚
洲金融危机浪潮下，兖矿不可
能独善其身，在三地成功上
市。”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秘书靳庆彬说。

综放技术撬开澳
洲大门

1998年到2002年上半年，
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煤炭行
业一片萧条。此时，兖矿利用上
市募集来的资金，投入矿井建
设、技术研发。“那个时候别人
开不出工资，我们还有奖金
发。”孟祥军说。

综采技术进入了创新升级
阶段。兖矿投入3亿多元，从各
大专院校、厂家、科研院所招集
人才，到兴隆庄矿继续攻关放
顶煤技术。在“九五”攻关试验
成功的基础上，围绕工作面重
型化、装备配套自动化和设备
可靠性等方面进行了又一次探
索研究，首次将电液程序控制
技术应用到综放支护设备上，
实现了自动放顶煤。

2002年，兴隆庄矿一队一
面最高月产63万吨，年产达680
万吨，成为现代化高效集约化
生产典范矿井。正是这项技术，
为2年后兖矿成功走出去奠定
了坚实基础。

2004年，在国外调研、彷徨
了十年之久的兖矿终于等到一

个机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有

一座叫南田的井工煤矿，因自
燃“着火”曾先后被9家煤企收
购，但都焦头烂额而被迫放弃。
因综采技术研发过程中对煤炭
自燃发火的控制得心应手，兖
矿决定出手一搏，利用当时的
防灭火和监测监控技术，彻底
消灭了自燃隐患，且决定将已
经成熟的综放技术运用到煤层
厚度6米多的南田煤矿中。

“技术没有问题，但我们的
国产支架很难得到澳大利亚政
府的信任。”孟祥军说。2005年5
月1日，兖矿将技术转让给德国
DBT公司，由他们来制造支架。
这项技术最终得到澳大利亚政
府认可，并被成功应用至南田
煤矿井下。

南田煤矿改名为澳思达煤
矿，连续3年被评为新南威尔士
州安全性最好的矿井，澳洲媒
体纷纷报道“综采放顶煤———
来自中国的神奇技术”。综放技
术获得澳洲政府认可，为兖矿
进一步收购铺好路子。

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爆
发，次年，兖州煤业在价格洼地
收购了有着15亿吨资源量、4 . 7
亿开采量的上市公司菲利克斯
公司。年底，兖州煤业海外煤矿
产量占总产量的16%，销售收
入由收购前的5%增长到20%。

2012年，兖煤澳洲与澳大
利亚格罗斯特公司合并，在澳
交所挂牌交易，实现借壳上市。
兖煤澳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
独立上市公司，兖州煤业也成
为国内唯一一家境内外四地上
市公司。

此后，兖矿国际化不断演
绎着神奇：2017年7月，兖煤澳
洲和嘉能可以持股比例51%∶
49%成功收购联合煤炭100%股
权。至此，兖煤澳洲拥有澳大利
亚前十大煤矿中的三个，成为
澳大利亚最大煤炭生产商。

兖矿集团董事、兖煤澳洲
董事长张宝才感慨地说：“没有
综采放顶煤技术，我们进不了
澳大利亚的大门。”

今日山航

40年后，当兖矿集团(以
下简称“兖矿”)董事长李希
勇宣布兖矿进入世界500强
时，许多兖矿人唏嘘不已。
1978年，兖矿五对生产矿井，
年产227 . 94万吨，工业总产
值4760 . 16万元，2017年，兖矿
原煤产量1 . 35亿吨，营业收
入1992亿元。

7月19日，李希勇在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兖矿进入全
球五百强，与其全球化多产
业布局和深入实施多维度创
新驱动战略密不可分。总经
理李伟表示，兖煤澳洲陆续
收购澳洲煤矿资产，已经成
为澳大利亚最大的专营煤炭
生产商，在澳洲管理和运营
1 0个煤矿，煤炭资源量由
45 . 08亿吨到现在的101 . 5亿
吨，产能也从4400万吨提升
到8000万吨。

有果必有因。追根溯源
兖矿国际化之路，与综采放
顶煤技术密不可分。综放技
术打开国际化大门，国际化
为综放技术推广铺宽了路
子，二者相辅相成，共同造就
了兖矿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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