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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矿山钻探应急救援中心是山东省唯一具
有钻探施工能力的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队伍遥
中心以山东省煤田地质局二队为依托袁 先后在山东尧
河南尧山西尧江苏尧河北尧吉林等省份参与各类矿山事
故应急抢险救援 16次袁参与救援指导 2次袁营救人员
119人袁 挽回采煤设备及矿山资源价值近百亿元袁让
12座煤矿起死回生袁救援成功率 100豫遥

在抢险救援中磨炼技术袁让救援更专业
山东局二队 2004 年购入美国产 T685WS 车载

钻机后袁 即到邯郸牛儿庄矿和德胜矿开展抢险救援遥
自此袁矿山抢险救援队伍建设成为该队建设发展的重
要一环遥在 2015年平邑石膏矿难中袁该队采取下套管
护井止水等多项科学施工工艺袁率先打通了第一口救
援钻孔袁开创了矿山事故钻孔救援先河袁创造了亚洲
第一例尧世界第三例同类救援奇迹遥该中心在长期的
救援实践中袁积累了丰富经验袁特别是在定向孔尧透巷
孔尧穿靶点孔的施工中袁对轨迹控制把握好袁入巷尧入
靶点精度高遥同时积极开展课题研究袁在矿山救生尧矿
山治水尧 矿山灭火三大钻探应急救援领域斩获良多遥
特别是在 2018年冀中能源邢东矿突水事故救援中袁
采用定向钻井工艺袁通过 6次精准野变轨冶袁在地下打
出秤钩形袁找到突水点并成功封堵袁创造了参战队伍
中钻探效率尧精度尧工作量三个第一遥

在抢险救援中升级装备袁让救援更高效
在多年的抢险救援实践中袁山东省矿山钻探应急

救援中心总结了多套可行的设备配置尧组合尧升级技
术方案遥2017年袁在探放长春羊草煤业老空区存水工
作中袁采用改进钻井参数尧换用螺旋钻杆尧调整钻井倾
角尧组合多路套管的方式袁一次性施工 6个钻孔袁成功
破解老空区存水难题遥2018年袁在济宁矿业集团有限
公司霄云煤矿突水事故抢险中袁采用螺杆+PDC钻头
的钻具组合袁实现 4个钻孔钻达靶点有效封堵袁为矿
山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遥该中心还将两台车载钻机顶驱改造为可翘式袁提高钻
效近 40%曰将泥浆泵和动力端整装尧模块化袁实现快速组装袁高效运行遥凭借多年
来的突出成绩袁2019年袁省财政拨付该中心专项资金 5600万元用于装备升级遥当
前袁该中心正以崭新的装备面貌迎接新的应急救援任务遥

在抢险救援中构建标准化体系袁让救援更科学
山东省矿山钻探应急救援中心致力于抢险救援标准化体系建设袁 健全完善

17项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曰坚持平战结合袁建立了日常生产与实战演练相结合的
备战机制曰通过生产带培训尧老手带新手的办法袁打造了一支思想好尧技术精尧配
套齐的一线作战队伍遥目前袁该中心正按照野国内领先尧国际一流冶的目标袁完善救
援体系袁强化队伍建设袁积极响应全省应急管理工作部署袁参加到全省各项抢险
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和全省专业应急救援力量暨联调联战工作机制建设中遥 该中
心将继续秉承野为政府分忧尧为企业解困冶的应急救援理念袁真正做到召之即来尧
来之能战尧战之能胜袁为保障安全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再作新贡献遥

吴泽良袁 中共党员袁2018年毕业于
延安大学石油工程专业袁现任江苏煤炭
地质勘探三队深井公司技术员遥自参加
工作以来袁他先后参与了金坛老腔再利
用井筒处理工程尧大口径野S冶型盐穴储
气库井钻井工程尧丰县点对点盐岩井组
改造尧山西大位移煤层气水平对接井等
工程遥今年袁获江苏煤炭地质局野青年岗
位能手冶称号遥

责任彰显担当

2018年袁吴泽良在金坛储气库井项
目实习袁 他跟着工人师傅们一起下钻袁
一起修理设备袁遇到不懂的问题虚心请
教遥下班后他常常会想院为什么要这么
干袁这样做行不行袁该如何改进遥为更科
学尧合理地使用固井设备袁他查阅资料尧
询问老师傅尧动手实验袁很快弄清了各
级钻井固控设备的工作原理遥

金坛区块浅层弱固结地层胶结差袁
钻进过程中袁 泥浆极易被劣质固相侵
染导致性能破坏袁 利用好固控设备除
固相尧 及时跟踪维护钻井液性能是确
保安全尧 高效生产的关键遥 每次遇到

泥浆问题时袁吴泽良都会测试性能获取
准确数据袁下班后再去查资料袁结合现
场实际情况思考袁 并形成随钻小日记袁
不断反思总结袁通过反复实验来验证自
己的想法袁 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思路尧
措施遥

2018年 8 月袁受台风影响袁正在钻
进的钻孔突遇暴雨袁泥浆各项性能逐渐
偏离指标袁 如果不及时调整泥浆性能袁
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井下安全事故袁造成
人力物力的重大损失遥吴泽良果断采取
措施袁冒着暴雨将一百斤一袋的泥浆材
料一袋袋背上了泥浆罐袁及时调配好泥
浆袁维护住性能袁迅速消除了孔内安全
事故隐患遥

细节积累技能

野把所有的细节考虑在前面遥冶这是
吴泽良对自己的要求遥任金坛储气库井
现场技术员以来袁 他每一步都考虑在
前袁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袁尽可
能地压减成本袁 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遥
泥浆罐上袁时常可以看到他蹲下来研究
泥浆的身影袁半夜还能看到他在泥浆罐

上反复巡检袁久而久之袁他练就了一双
一瞥知性能的野火眼金睛冶遥经过反复实
验与验证袁金坛储气库井施工的泥浆维
护理念袁逐步演化为以勤调尧微调为主袁
减少了大幅度调浆的次数袁从而降低了
工人劳动强度尧 缩短了单井成井工期尧
节约了泥浆维护成本遥

强烈的责任心驱使着吴泽良不停
忙碌袁仅仅在井场就可以完成野日行两
万步冶的野壮举冶遥同事们经常开玩笑地
说院野人家跳舞的都下班了袁你一个跑龙
套的还在忙啥钥冶 简短的玩笑带给吴泽
良的是无尽的欣慰袁 因为这对他来说袁
是收获尧是肯定遥他常说院野我是从小班
干起来的袁知道大家的辛苦袁我必须多
做一点尧多考虑一些遥冶艰难困苦尧玉汝
于成袁过硬的技能需要通过不断锤炼与
沉积才能获得与提高袁他的成长印证了
这句话遥

心细解决问题

2019年5月袁吴泽良被调派到山西
大位移煤层气水平对接井项目遥 施工
中袁他总会耐心细致地给现场工人们讲

解各个工序的关键点及不同钻进参数尧
泥浆性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遥 看岩
屑尧测试泥浆性能尧调整钻进参数噎噎
每个钻井工艺细节他都把控在前尧落在
实处袁 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袁尽
可能缩短辅助时间袁千方百计延长钻进
时间袁提高钻进效率遥

有一次袁吴泽良经过长时间的细心
观察袁仅通过目测就判断出现有仪器测
试出来的值有问题袁通过更换测试设备
验证袁发现原设备果然存在较大的测量
偏差袁及时纠正了钻井液维护的错误方
法遥后来袁他又通过咨询厂家尧网络查
询袁自己动手袁拆卸尧组装尧校核袁使原本
近乎报废的测试仪重获新生遥

叶论语窑泰伯章曳 中袁 哲人曾子言院
野士不可以不弘毅袁任重而道远遥冶吴泽
良一直用奉献和担当履行着自己的职
责袁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价值袁以奉献
担当尧艰苦奋斗诠释自己的青春韶华浴

本报讯 11月 11日袁 勘查研究总
院与华北科技学院尧山西能源学院联合
成立煤矿智能化开采精准地质勘探研
发中心袁并召开了煤矿精准地质勘探工
作研讨会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尧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尧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尧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尧
中国地质学会尧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
院尧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尧中国矿业大学
渊北京冤和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有关领导尧
专家参加会议遥勘研总院院长谭克龙出

席会议袁总工程师宁树正主持会议遥
会上袁勘研总院介绍了煤矿智能化

开采精准地质勘探研发中心的建设意
义尧方式及主要研究内容遥近期袁国家发
展改革委尧能源局尧应急部尧煤监局尧工
信部尧财政部尧科技部尧教育部八部委联
合印发了叶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
指导意见曳袁 标志着煤矿智能化建设已
上升为一项国家层面的重点工作遥而煤
矿现阶段要实现智能开采的地质精度
远达不到要求袁成立煤矿智能化开采精

准地质勘探研发中心将切实解决煤矿
生产过程中的地质问题袁 助力煤企转
型袁服务我国能源领域绿色发展遥

中心将以实现煤矿智能精准探测
为主要目标袁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复杂地
质条件下智能化开采煤系矿产资源精
准评价袁煤层尧夹矸及顶底板精准探测
识别技术研究袁地质构造精准探测技术
研究袁矿井瓦斯赋存与精准探测技术研
究袁 矿井水精准探测与预测技术研究袁
地质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地质预测模型

研究袁 关键探测设备及集成系统研究袁
采空区精准探测及灾害防治技术研究袁
煤矿智能化开采地质标准体系建设遥

中心由三方共建袁 下设勘研总院尧
华北科技学院和山西能源学院三个分
中心遥计划于 2022年前袁申报建立省部
级的煤矿智能化开采精准地质勘探研
发中心袁煤矿精准勘探技术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曰2025年前袁建立国家级煤矿智
能化开采精准地质勘探研发平台袁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遥 杨昊睿 邹 卓

本报讯 近日袁第一勘探局山西公
司中标 2020 年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野土地整治+冶第一批次施工项目袁中标
金额 9.63亿元遥 该项目是一勘局单项
中标金额最大的建设项目遥

蔚县与山西省大同市广灵县接壤袁
是国家扶贫开发三合一重点县袁其借鉴
广灵县经验袁以土地整治项目作为重要
平台和抓手袁将盘活土地资源作为脱贫
攻坚的战略突破口遥 本次实施的蔚县
野土地整治+冶项目袁将为当地地方经济

转型尧建设生态文明尧助力乡村振兴尧发
展现代农业起到关键支撑作用遥项目规
模共计 20.43万亩袁 涉及 8个乡镇 111
个村庄袁主要包括土地平整尧灌溉排水尧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等工程遥

下一步袁一勘局将按照野山水林田
湖草冶的全域综合整治思路袁开启野挂图
作战尧倒排工期尧量化实施尧信息化管
理冶会战模式袁跑出生产攻关野加速度冶袁
凝心聚力完成生产经营目标袁全力打赢
野十三五冶规划收官战遥郝高翔 宗昕玮

本报讯 江苏地质矿产设计研究院
积极投身 野美丽地球冶 建设袁 同沛县
县政府在环境监测领域开展合作遥 日
前袁 该院和江苏省徐州环境监测中心
联合承担的叶沛县地下水应急水源地环
境本底值调查研究报告曳通过沛县县政
府组织的专家评审袁为沛县地下水应急
水源地环境和当地群众身体健康提供

坚实保障遥
近年来袁徐州市沛县大力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工作袁践行叶水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曳遥经监测袁该地区的地下水溶解性
总固体和氟化物超标遥为深入保障居民
饮用水水源地安全袁该县委托江苏研究
院就地下水环境进行调查研究袁旨在构
建安全的水环境保障体系遥

该项目采用水土监测尧水文地质钻
探尧数理统计等方法袁对沛县水源地周
边环境现状尧水文地质条件尧区域地下
水演化等进行了详细论证遥技术人员通
过收集资料尧现场踏勘袁分析和推断调
查对象存在的污染或潜在污染的可能
性袁确定了地下水本底值及范围袁具体
分析了沛县地下水溶解性总固体本底

值和氟化物偏高的原因袁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建议袁为改善当地地下水应急水源
地环境质量尧建立更加安全的供水保障
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撑遥

通过合作袁 政府和企业各尽其责袁
形成合力袁 推动国家水源保护全民共
治袁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当地政府地下水
应急水源地污染防治工作提供翔实可
靠的数据袁对建立健全地下水生态环境
管理体系尧保障地下水安全和维护公众
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何建国

勘研总院成立煤矿智能化开采精准地质勘探研发中心

一勘局山西公司再创标的新高

江苏研究院助力沛县水保障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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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节中练就野火眼金睛冶
要要要记江苏局野青年岗位能手冶吴泽良

阴 陈 峰

2020年袁一场始料未及的新冠
肺炎疫情打破了我们平静的生活遥
正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野你永远都不
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冶袁我
们在这一年深刻地体会到 野安全尧
健康冶对于生命的重要性遥如果说
健康需要我们平时注重养成良好

的日常生活习惯袁那么安全就需要
我们在工作中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尧
筑牢安全防线遥
思想影响着行为袁一个

人只有牢固树立安全意识袁
才会主动思考安全袁自觉遵
守规程遥反之袁就算是身边
发生不安全事件袁 他也会
野事不关己袁 高高挂起冶袁更
不会从中吸取教训遥安全袁
这两个字不仅是高挂在作

业现场的警示语袁更应该深
深烙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袁更
需要我们用行动去书写遥
安全靠什么钥 安全靠

责任心遥 对地勘单位来说袁
安全生产更是重中之重遥
由于工作性质袁 施工作业
基本都是在野外进行袁 除
了环境恶劣之外袁 机器都
是大型机械及重物袁 因此袁
生产工作中袁 每一名员工
都 必 须 有 高 度 的 责 任
心要要要操作规程要遵守袁不
放过任何一个环节曰安全检
查要到位袁不放过任何一个
细节曰 安全措施要到位袁不
放过任何一个关节袁发现问
题立即整改遥只有强化安全
意识袁增强责任心袁安全才
不受威胁遥 只有增强责任
心袁安全才有保障遥
安全靠什么钥 安全靠

野钻心冶遥员工要坚持学习安
全知识与专业技术袁不断提
高安全意识与工作技能遥企
业要强化主体责任落实袁定
期培训尧建章立制尧尽职履
责尧防微杜渐袁提升坚守安
全红线尧促进安全发展的能
力遥企业尧个人只有把野安
全冶时刻钻入心中尧钻入脑
中袁安全才能永远随行遥
安全靠什么钥 安全靠

野众心冶遥 平安无小事袁 安
全靠大家遥 生产工作的有
序进行袁 不能单靠一个人
来完成袁 任何一个安全环
节出了问题袁 其他环节都会受影
响袁 任何一个人安全意识薄弱袁
操作不规范袁 都有可能对自己及
工友造成或大或小的伤害遥 因此袁
安全意识的 野众心冶袁 是企业发展
的强有力基础遥
安全靠什么钥安全靠野良心冶遥

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这样讲院良

心是一种内心的感觉袁是对于躁动
于我们体内的某种异常愿望的抵
制遥现代社会袁每个人都有各种各
样的压力袁如果不及时疏解袁不仅
会对个人健康产生一定影响袁更可
能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遥 前不久袁
贵州公交坠江事件轰动全国袁21人
的生命瞬间定格遥公交驾驶员因心
理失衡报复社会的行为让我们每
个人深感痛恨遥 这一事件的发生袁

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企业对

员工心理状况监测和疏导
的必要性遥积极的情绪尧良
好的心态可以提高人体的

机能袁激励人们努力工作遥
消极的情绪尧 不良的心态
会减弱人的体力与精力袁
产生不安全因素遥因此袁心
态的安全就是企业的本质
安全袁 也是我们实现企业
本质安全的根本手段遥

安全有千万种袁 工作
安全尧生活安全尧社会安全
等遥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袁
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见证
了中国精神尧中国速度尧中
国力量遥 正是这万众一心
的力量 袁 才取得这场战
野疫冶的伟大胜利遥

疫情期间袁 作为山西
省煤炭地质一一五勘查院
疫情防控组的一员和院后
勤相关工作人员袁 笔者在
家属区负责信息登记尧测
温尧环境消毒尧出入小区人
员管理及疫情防控知识的
宣传工作遥 每个坚守岗位
的工作人员都深感肩上的
责任重大袁 不能出现任何
疏漏遥 刚开始一些老年人
不配合登记尧测温袁不戴口
罩出入小区袁 我们就耐心
地向他们讲解病毒的传播
途径袁 解释测温登记工作
的重要性袁 讲明这不仅是
对个人自身安全的防护袁
更是作为一名公民对社会
的高度责任感遥 正是大家
对工作的强烈责任心袁才
获得了居民的理解袁 也使
更多的居民主动加入我们
的队伍袁维护登记秩序尧协
助环境消毒袁 维护小区大
家庭共同的安全遥

千里之堤袁溃于蚁穴遥
安全工作只有起点袁 没有终点遥牢
固树立野安全第一冶的思想意识袁必
须从我做起袁从现在做起袁从小事
做起袁为了我们的企业尧我们的家
庭袁筑牢安全防线袁奏响平安音符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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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一九四煤田地质有限公司承揽的西安地铁十号线二标勘察项
目目前进展顺利袁灞河水上钻孔安装就绪袁安全尧技术交底完成袁等待验收
开钻遥 井刘旗 摄影报道

音11月 5日袁物探研究院施工
完成的叶山西锦兴能源有限公司肖
家洼煤矿二采区北翼地面三维地
震勘探报告曳通过评审遥专家组认
为本区三维地震勘探工程从设计尧
采集尧处理到解释各个阶段都经过
严格的分析论证及充分的试验工
作袁采取的措施针对性强袁采用的
方法参数合理袁完成了业主方要求
的地质任务遥 龙 御

音中煤地华盛水文地质勘察有
限公司第二分公司承揽的 叶河北省
张家口市宣化区地热资源地质调查
评价报告曳近日通过评审遥该报告通
过遥感解译尧地温及地热地质调查尧
地热井动态观测尧 大地电磁测深及
样品测试等工作方法袁 总结了该区
的地热地质特征袁 对地热资源开发
利用条件尧 该区的地热资源远景潜
力进行了评价分析袁 为宣化区进一
步开展地热勘查与开发提供了地质
依据遥 周 莹 张园园

音近日袁中煤地华盛水文地质
勘察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编制提
交的叶乌审旗蒙大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纳林河二号矿井二盘区综合补
充勘探报告曳通过评审遥该报告查
明了二盘区可采煤层的深度尧厚
度尧结构尧可采范围及变化规律袁了
解了二盘区渊探矿权冤水文地质条
件袁特别是主要含水层的富水性尧
补径排条件及水力联系等袁对矿井
生产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预防

措施和建议袁为纳林河二号矿井的
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遥

梁瑞环 马红卫

音11月 13日袁安徽省煤田地
质局二队编制的叶安徽省广德县大
梅岭矿区方解石矿资源储量核实
报告曳通过评审遥该报告完成的实
物工作量主要有 1颐2000地形图修
测 0.4688平方千米尧 地质观测点
200个袁1颐1000 地形地质剖面图 6
条共 1977 米袁1颐2000 资源储量估
算平面图 1张袁1颐1000资源量估算
剖面图 5 张袁D 级 GPS 点 2 个袁E
级 GPS 点 2个袁 工程测量点 393
个遥 黄遵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