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论 Introduction

推动我国关闭/废弃矿井资源精准开发利用研究

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校长、共伴生能源精准开采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 袁亮

我国“缺气、少油、富煤”，煤炭作为主体能源

地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法改变，仍将长期担负国家

能源安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任。但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我国将有大量的关闭煤矿，一方面保证煤矿

安全必须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解放后至今，中

国煤炭已开采近 70年，部分矿井已到达其生命末期，

已经或者面临关闭。伴随工业化进程的深入，长期、

大规模、高强度的矿产资源开发，使得我国诸多矿区

已进入资源开发的衰退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关闭

矿井数量逐年增加且主要集中在煤矿。根据中国工程

院重点咨询项目“我国煤炭资源高效回收及节能战略

研究”预测：2020 年，我国关闭矿井数量将达到 12

000处，2030年将到达 15 000处。“十一五”期间我国

关闭小煤矿1.7万余处，“十二五”淘汰落后煤矿7 100

处，“十三五”期间关闭矿井数量将大量增加。一方

面，我国煤炭行业经过几十年开采，特别是“黄金十

年”的高强度开采，煤矿可采储量急剧下降，自然而

然形成为资源衰竭煤矿，进入关闭行列。另一方面，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对煤炭的需求增

速放缓，而此前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建设的煤炭产能集

中释放，我国煤炭产能出现严重过剩。仅在 2016年，

我国关闭退出煤矿 2 000 个左右，2017 年关闭落后产

能煤矿 500 个以上，退出产能 5 000 万 t 左右。因此，

“十三五”期间，无论是自然枯竭煤矿，还是未枯竭

但因产能过剩关闭的煤矿，都将大幅增加。中国政府

高度关注关闭矿井资源开发利用。2017年12月，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徐州采煤塌陷地整治工程，肯定了资源

枯竭地区经济转型发展。2018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抚顺矿业集团西露天矿，了解采煤塌陷区总体情

况和下一步综合利用的考虑，并提出科学规划搞好评

估论证，做好关闭矿区资源整合利用这篇大文章。

我国关闭矿井资源丰富，开发利用潜力巨大。随

着关闭煤矿数量的持续增加，关闭煤矿存在着重大安

全隐患和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由于我国大部分关闭煤

矿集中在地质条件极其复杂的中东部及西南大部，关

闭煤矿资源开发利用难度大。同时，由于各矿井基础

条件不一样，矿井所在区域的区位优势、资源享赋等

不同，关闭矿井的开发利用发展水平差异较大。除个

别矿井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外，大部分关闭矿井均被

遗弃，大量资产被闲置，且留下了一些安全隐患。历

史上关闭了大量的煤矿，其中绝大多数是个体和集体

等小型煤矿，大型煤矿数量不多（不足千个），绝大

多数小煤矿资源不具有利用价值，关闭多年的大型煤

矿也很难再打开利用（除了土地及设施）。因此，关

闭煤矿的再利用应着眼当下和未来关闭的大型煤矿。

我国关闭矿井资源开发利用目前可以看到两类开

发模式：一是储气库，利用关闭盐矿矿井建设地下储

气库，是目前比较成熟的模式。当前，金坛地区成功

改造 3 口关闭老腔，形成近 5 000 万 m3 的工作气量。

安徽含山石膏矿计划利用去产能矿山采空区改建储油

库，建成后预计可形成 500万m3的储油量。二是矿山

地质公园。当前，包括取得国家矿山公园建设资格的

单位和正式授予国家矿山公园称号的公园在内，全国

共有 61处国家矿山公园。可见我国对关闭矿井资源开

发利用的研究正在不断取得突破，在利用关闭矿井进

行生态开发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但是整体处于试验阶

段，仍有待深入开发研究。

因此，开展我国关闭/废弃矿井资源精准开发利用

研究，不仅能够减少资源浪费、变废为宝，提高关闭/

废弃矿井资源开发利用效率，而且可为关闭/废弃矿井

企业提供一条转型脱困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路径，推

动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

目“我国煤矿安全及废弃矿井资源开发利用战略研

究”在深入分析国内外废弃矿井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

基础上，指出我国关闭/废弃矿井资源利用必须走智能

精准开发之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关闭/废弃矿

井资源开发利用面临的科学问题，系统阐述了我国关

闭/废弃矿井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向和研究内容。项目研

究结果对于提高我国煤矿安全水平、促进能源结构调

整、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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