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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 Ｌｉｊｉａｏ， ＤＩＮＧ Ｙｕｄｏｎｇ， ＺＥＮＧ Ｆｅｎｇｑｉ， ｅｔ ａｌ （１６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 ２ ／ ＣＯ ２ ｍｉｘｅｄ ｇａｓ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ｈａｌ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

………………………………………………………………… ＷＵ Ｄｉ， ＸＵ Ｓｈａｏｔｏｎｇ， ＭＩＡＯ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７６）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ｒｅ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ｙ ｍｕｌｔｉ －ｓｔｅｐ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ｉｎ ｆａｕｌ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ｚｏｎｅ ｏ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ｆａｃｅ
………… ＷＡＮＧ Ｂｏ，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ｆｅｎｇ， Ｙ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ｊｉｅ， ｅｔ ａｌ （１８６）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ｐｒｅ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ｅｓ ｔｏ ｓｈｉｅｌｄ ｒｏａｄｗａｙ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ｆａｕｌｔ ａｎｄ
ｂｒｏｋｅｎ ｚｏｎｅ

……………………………………… ＴＯＮＧ Ｒｅｎｊｉａｎ， ＺＨＥＮＧ Ｓｈｉｔｉａｎ， ＷＵ Ｙａｎ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６）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ｒｅ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ｉｎ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ｅｒ ｌａｒｇｅ ｍｉｎ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 ＰＥＮＧ Ｌｉｎｊｕｎ， ＹＵＥ Ｎｉｎｇ， Ａｎ Ｌ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ｒｏｃｋ
ｕｎｄｅｒ ｍｕｌｔｉ －ｋｅｙ ｌａｙ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ＹＵＡＮ Ｆｕｚｈｅｎ， ＭＡ Ｋｅ， ＴＡＮＧ Ｃｈｕｎ’ 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１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ｅｍｅｎｔｅｄ ｐａｓｔｅ ｂａｃｋｆｉｌ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ｙａｎ， ＹＵ Ｚｈｕｏｑｕｎ， ＣＵＩ Ｌｉｚｈｕａｎｇ （２１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ｓｌｉｐ ｚｏｎｅ ｓｏｉｌｓ 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 ＧＵＯ Ｘｉａｏｊｕａｎ， ＬＯＮＧ Ｊｉａｎｈｕｉ，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ａ， ｅｔ ａｌ （２２５）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ｒａｃｋ ｂｏｘ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ａ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 ……………………

………………………………………………………… ＦＵ Ｓｈｕａｉ， 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ｔｕ， ＳＩ Ｑｉｎｇ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３２）
Ｆｏａ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ｅｌｆ －ｐｒｉｍｉｎｇ ｆｏａｍ ｂｕｂｂｌｅｒ ………………… ＳＯ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ｎ （２３９）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ｓ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ｒｏｃｋ ｗｉｔｈ ｃｏａｌ 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Ｂ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ＴＩＡＮ Ｂｏｆａｎ， ＫＡＮＧ Ｙｏｎｇｓｈａｎｇ， ＤＥＮＧ Ｚｅ， ｅｔ ａｌ （２４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ｆａ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ｌｕｇｇｉｎｇ ｒ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ＬＩＵ Ｚｈ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ｄｏｎｇ， ＬＵ Ｘｉｕｑ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５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ｇｈｔ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 ｃ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ＤＪ Ｂｌｏｃｋ ｏｆ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 ＹＡＯ Ｈｕｉｆａｎｇ， ＺＨＡＯ Ｍｉｎｇｋｕｎ， ＣＨＥＮ Ｑｉａｎｇ （２６０）
Ａｎｔｉ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ｈｏ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 …………………………………
……………………………………………………… ＤＯＮＧ Ｈｏｎｇｂｏ， ＭＡ Ｂ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ｇ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７１）

Ｍｅｃｈａ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

………………………………………………………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ｘｉａ， ＬＩ Ｓｈｏｕｂｉｎ， ＳＵ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７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ａｌ ｗａｌｌ ａｎｄ ｒｏｏｆ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ｓｅｒ ｐｏｉｎｔ ｃｌｏｕｄ …………………

…………………………………………………………… ＪＩＡＮＧ Ｌｏｎｇｆｅｉ， ＭＡＯ Ｓｈａｎｊｕｎ ， ＬＩ Ｍｅｉ ， ｅｔ ａｌ （２８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ｏ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ｏｒ ｏｆ ａｎｃｈｏｒ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ｒｏｂｏ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ＯＡ －ＦＯＰＩ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
………………………………………………………………………………………………… 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 （２９２）
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ｔｒａｃｋ －ｔｙｐ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ｒｏｂｏｔ ………………………
…………………………………………………………… ＣＡＯ Ｘｉａｎｇａｎｇ， ＸＵ Ｇａｎｇ， ＷＵ Ｘｕ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３０３）

Ｃｏ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 ＺＨＡＮＧ Ｋａｉ， ＷＡＮＧ Ｙａｊ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Ｘｉ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３１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ｍｉｎ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 ＷＡＮＧ Ｇｅｎｓｕｏ， ＬＩＵ Ｈｏｎｇｌｅｉ， ＷＵ 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３２１）

《 煤炭科学技术》 杂志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

任 王国法 ☆
王双明☆ 王世斌

副 主 任 王 虹

王茂盛

孙友宏☆ 孙成坤 孙希奎 李全生 李伟东 宋振骐∗ 苏科舜

张玉卓 ☆ 张彦禄 张铁岗 ☆ 武 强 ☆ 金智新 ☆ 洪伯潜 ☆ 袁 亮 ☆ 顾大钊 ☆ 钱鸣高 ☆ 凌 文 ☆ 郭永存
康红普 ☆ 谢和平 ☆ 蔡美峰 ☆ 翟 红
委

员 丁恩杰 于 斌 马力强 马世志 马念杰 王宁波 王兴中 王文清 王兆丰 王寿全 王步康 王海瑞
王家臣 井庆贺 毛 君 毛善君 卞正富 冯兴振 方良才 尹尚先 邓 军 田宏亮 白向飞 白金锋
令狐建设 丛 利 朱凤山 朱光辉 朱红青 朱稳樑 华心祝 刘 勇 刘大锰 刘志强 刘建功 刘建国
刘泉声 刘淑琴 刘鹏飞 刘金龙 齐庆新 安满林 许 江 许延春 许家林 孙东玲 孙继平 李化敏
李树刚 李首滨 李团结 杨仁树 杨成龙 杨俊哲 步学朋 吴群英 何绪文 邹光华 张 农 张世洪
张平松 张西寨 张建国 张党育 张遂安 张增誉 陈家忠 邵水才 邵龙义 武建军 范立民 范京道
虎维岳 周光华 周宏伟 周孟然 孟召平 赵兵文 胡振琪 侯志鹰 姜福兴 夏 奡 钱建生 唐永志
桑树勋 曹代勇 梁春豪 梁俊义 蒋仲安 寇子明 韩洪军 程卫民 程远平 程建远 傅雪海 曾庆良
温声明 谢 伟 谢国强 靳德武 窦林名 赫孟合 谭云亮 谭国俊 潘一山
Ｐｉｎｎａｄｕｗａ Ｈ． Ｓ． Ｗ． Ｋｕｌａｔｉｌａｋｅ （ＵＳＡ）

主

Ａ． Ｊ． Ｓ． （Ｓａｍ） Ｓｐｅａｒｉｎｇ （ＵＳＡ）

编 王国法

☆

Ａｒｇｙｌ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ＧＩＬＬＩ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Ｋｅ ＬＩＵ （ＵＳＡ）

Ｙ． Ｐａｕｌ Ｃｈｕｇｈ （ＵＳＡ）

副 主 编 朱拴成
执行主编 代艳玲
责任编辑 常 琛 朱恩光 黄小雨 周子博

《 煤炭科学技术》 杂志青年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采矿科学与工程专业
王 炯 王志强 王宏伟
刘洪涛 李志华 李宏艳
宋大钊 张 盛 张 辉
徐 刚 徐佑林 殷帅峰
安全科学与工程专业
马 砺 王 亮 王 燕
李忠辉 杨兆彪 邹全乐
周军平 周爱桃 赵鹏翔
鲁 义 翟 成 潘荣锟
机电与智能化专业
王世博 王学文 毛清华
庞义辉 胡而已 黄曾华
地质与生态专业
王 阳 王 季 王东东
杜华栋 李井峰 李江华
范 涛 岳 辉 周 来
鞠金峰

王襄禹
李振华
张俊文
高明忠

文志杰
李桂臣
张基伟
唐巨鹏

尹希文
李浩荡
张德飞
浦 海

孔德中
杨 科
陈绍杰
曹光明

邓志刚
杨胜利
周海丰
蒋力帅

左建平
吴拥政
赵红泽
韩 军

朱卫兵
吴锋锋
赵洪宝
解盘石

刘少伟
何 杰
袁 永
蔡 峰

刘金海
余伟健
袁瑞甫
霍丙杰

王公达 王海燕 刘世奇 刘永茜 刘 军 刘佳佳 孙海涛 李 伟 李 勇
张庆华 张学博 张春华 张保勇 陈向军 陈尚斌 陈 鹏 林海飞 周 刚
夏彬伟 倪小明 高保彬 郭 晨 陶 树 董国伟 蒋长宝 程志恒 程健维

代 伟 任怀伟 孙彦景 李军霞 李 梅 张 强 张幼振 张科学 陈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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