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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发展

与环境相协调的绿色采矿技术9,:&;应运而生。范立民9<;

从系统论角度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保水采煤的概念和

科学内涵；孙学阳等 9=;总结了实现保水采煤的措施

和手段；钱鸣高等 9%;提出了“关键层”理论；黄庆享 9>;

通过物理模拟和地裂缝实测分析，发现“上行裂隙”

和“下行裂隙”的导通性决定着隔水岩组的隔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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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双煤层开采错距最优方案和对覆岩结构关键层的影响，以榆神井田地质条件为

工程背景，采用 (?@4

<A 数值模拟手段，从开采错距 % 种模拟方案中比选出最优方案，并基于

7"BC:4"D6"EF 强度准则与数值模拟结果，讨论了不同开采错距对覆岩结构关键层的影响。研究

表明，双煤层错距开采工作面覆岩拉应力呈现“谷:峰:谷”形分布，错距煤柱影响范围内最大主

应力呈“平峰”状分布，下沉值呈现“尖峰”状分布；最优错距为 =+ E，最不利错距为 + E。通过对

双煤层开采错距方案优化，可以有效保护覆岩结构关键层完整性，减小覆岩破坏范围。

关键词：双煤层开采；数值模拟；最优错距；应力集中；覆岩结构关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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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立了以隔水岩组厚度与采高之比（隔采比）为

指标的隔水岩组隔水性判据；孙建等 E=F研究了底板

倾斜隔水关键层的挠度特性、应力分布及其破断

失稳特征，发现适当控制工作面长度有利于保护底

板复合隔水关键层进而有利于控制底板突水；马凯

等 E>F基于“下三带”、“关键层”理论，简化出局部高承

压水与底板隔水关键层的圆筒力学模型，并提出奥

陶系顶部岩层作为隔水关键层剩余隔水能力的计算

式；尚涛等 E@F采用数值模拟分析了节地减损开采过

程中水平应力、自重应力和稳定性的变化规律，并

对节地减损开采进行分析优化。潘瑞凯等E$DF提出了

近距离双煤层开采综合采厚的计算方法，揭示了浅

埋双厚煤层开采后地表C上采区C下采区的漏风机

制；侯恩科等E$$F通过 :5- 数值模拟手段，研究了双煤

层斜交开采地表裂缝发育特征。张志祥等E$"F指出双

煤层采动岩体裂隙变化规律与单煤层采动明显不

同，文献E$?C$!F分析了近距离双煤层开采底板应力

受煤柱的影响程度，并提出确定回采巷道合理位置

的方法以及优化方案；程志恒等 E$BF采用相似模拟实

验通过对近距离煤层群叠加开采研究，优化了突出

危险煤层群瓦斯预抽方案 G杜君武等 E7=F通过数值模

拟和理论计算，建立了上、下煤层同采工作面稳压

式和减压式布置模型。上述研究表明，上下煤层合

理的布置煤柱将有助于分散采空区上部荷载，减弱

上下煤层的应力叠加，减缓地表下沉和减轻地表裂

缝 E7>C7@F。主采煤层覆岩结构关键层破断程度是决定

覆岩变形和破环的关键因素，目前对多煤层错距开

采对覆岩结构关键层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多煤层

错距布置与优选对覆岩结构关键层影响机理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为此运用 5HI-

?J 数值模拟手段对双煤

层不同错距情况进行优选，并分析不同错距对结构

关键层影响，为保水开采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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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井地质概况

榆神矿区某矿地表为黄土梁峁、风沙滩地和沙

丘沙地地貌，地质构造简单。矿井主采 " 层煤 "

C"、

?

C$，其中 "

C" 煤总体近于水平，平均厚 ?3=! 9，煤层

埋深 "BB3?"">B3! 9，其中基岩厚 $!A""$D 9，土层

厚 $D">D 9。?

C$ 煤总体近于水平，平均煤厚 B3"! 9，

底板为细粒砂岩或粉砂岩，厚 A3?A"B3A> 9。上下煤

层间岩组为中粒砂岩、粉砂岩，平均厚 ?=3! 9。

通过对 "

C" 煤 $""$DB 工作面内 K! 钻孔资料及

岩层柱状结构分析，采用关键层判别对所取岩层柱

状进行覆岩结构关键层层位判别 EB，"DC"$F，覆岩埋深

$=$3D 9 处细粒砂岩为覆岩结构关键层，主要岩石

力学参数见表 $。

$3" 三维建模方案

双煤层开采错距是指上层煤区段煤柱右侧边界

与下煤层区段煤柱左侧边界之间的距离。本次设定

的开采错距分别为 D、"D、AD、BD、>D 9 等 ! 种类型。

采用 5HI-

?J 模拟双煤层错距开采，研究覆岩应力场

+ !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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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规律，比选错距开采最优方案。模拟方案其他

条件均相同，仅改变开采错距。数值模拟方案表见

表 &。

以榆神矿区某矿地质资料为背景建模，模型尺

寸长（!）!宽（"）!高（#）为 9++ :!;&+ :!<,+ :，共

&+9 ,&+ 节点，,=, &9+ 单元。每个煤层各布置 & 个

开采工作面，三维数值模拟模型如图 ,。

! !"#$%&'()

最优错距开采是综合考虑上下煤层的平均间

距、覆岩厚度、岩石力学参数、应力传递角度等因素

耦合的作用，使上层煤开采后下层煤煤柱应力峰值

最小，下层煤工作面、煤柱有效的避开上层煤的应

力集中区时上下煤层区段煤柱之间错开的距离。通

过模拟双煤层错距开采，得出双煤层开采拉应力分

布云图（图 &）。图中中间透明区域为采空区，同层煤

采空区间为区段煤柱。

* " +,-./0/1

#$%&" '() *+,-.$/01 2$,+103$4* ,45-1

* ! 23"#45$%6789:*

#$%&! 6-*2$4* 23.-22 21$/- 47 5$77-.-*3 4772-3 8-39--* +::-. 0*5 149-. /401 2-0,2

; ! -./0<=

6081- ! ;+,-.$/01 2$,+103$4* 2/<-,-

类型
上层煤

厚>:

下层煤

厚>:

上下煤

平均间

距>:

煤柱错

距>:

区段煤

柱宽>:

模拟推

进>:

工作面

宽>:

模型 , <$?% =$&% <?$% + &+ %++ ,++

模型 & <$?% =$&% <?$% &+ &+ %++ ,++

模型 < <$?% =$&% <?$% ;+ &+ %++ ,++

模型 ; <$?% =$&% <?$% =+ &+ %++ ,++

模型 % <$?% =$&% <?$% 9+ &+ %++ ,++

当双层煤开采煤柱错距为 + : 时，<@, 煤柱处于

&

@& 煤柱形成的增压区内，错距煤柱间出现近乎连通

的拉应力影响区，<@, 煤柱破坏严重，巷道支护困难。

错距煤柱间拉应力影响区峰值应力为 ;$+ 7A5，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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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云图如图 "（&）。

随煤柱错距增加，"8" 煤柱底板破坏区与 9

8$ 煤

柱顶板破坏区逐渐分离，当错距为 ": ; 时，上下煤

层工作面主应力在错距煤柱中心应力集中区范围减

小，煤柱间拉应力影响区趋于分离。错距煤柱间拉

应力集中区应力过渡均匀，应力云图如图 "（6）。

错距为 <: ; 时上下煤层工作面在错距煤柱处

已完全分离，互不影响。错距煤柱间拉应力影响区

进一步缩小，应力峰值下降至 73=! 0>&，应力云图

如图 "（?）。

错距为 @: ; 时 9

8$ 煤左侧工作面处于 "

8" 煤柱

应力释放区，应力呈现叠加，且 9

8$ 煤柱逐渐进入 "

8"

煤边界煤柱应力影响区，煤柱间拉应力影响区向右

侧偏移。拉应力峰值增加至 "3=! 0>&，应力云图如

图 "（A）。

错距为 B: ; 时，98$ 煤左侧工作面处于 "

8" 煤层

右侧工作面采空压实区下方，98$ 煤柱受 "

8" 煤边界

煤柱应力影响变大，拉应力峰值跃升至 93=! 0>&，

拉应力影响区域加深，98$ 煤柱稳定性变差，应力云

图如图 "（(）。

由于煤柱对煤层顶板的支撑作用以及采空区卸

荷、垮落的影响，煤层覆岩应力向煤柱转移，因此在

错距开采过程中，煤柱中心应力值最大、下沉值最

小。提取 9

8$ 煤柱中心左右各 9 倍宽度范围内的最

大主应力和下沉值，对比分析该煤柱的稳定性。

不同错距最大主应力曲线如图 9。

由图 9 可知，最大主应力曲线呈“平峰”状分布，

煤柱中心出现最大主应力峰值，错距煤柱边缘应力

出现跳跃式下降，其宽度范围内最大主应力是两侧

卸压区的 9C! 倍，煤柱两侧易产生破断、发育裂隙。

当煤层错距 :、":、<:、@:、B: ; 时，煤柱最大主应力

峰值依次为 $93"=、$$3:<、$:39=、$$3@!、$"3<! 0>&。

最大主应力经历“由大到小再增大”的过程。

不同错距下沉曲线如图 <。由图 < 可知，不同错

距下沉值呈现“尖峰”状分布，煤柱中心下沉值最

小，煤柱宽度范围外下沉值逐渐增大，煤柱宽度范围

下沉值不足两侧采空区的 $D"C7D9。当煤层错距 :、

":、<:、@:、B: ; 时，煤柱中心下沉值分别为 :37@:、

:3:=E、:3:=@、:3:EE、:3779 ;。最大下沉值也呈现出

“由大到小再增大”的趋势。

由上述可得，当开采错距为 <: ; 时，煤柱中心

出现应力峰值的最小值，对应的煤柱中心下沉值最

小，此种情况下煤柱最安全，为最优错距。

! $%123456789:

回采工作面在推进过程中，采空区顶板会逐渐

垮落、卸荷、应力重分布，上部覆岩的主要荷载转移

到煤柱。因此 "

8" 煤柱上方出现高应力区而左右两

侧采空区上方呈现低应力区。在上层煤工作面上方

拉应力呈现“谷8峰8谷”形分布。

通过提取模型中关键层上随着开采的进行最大

主应力和最小主应力分布情况，研究不同错距下，结

构关键层受开采扰动的影响情况。

覆岩关键层主应力随工作面推进变化曲线如图

!。当双煤层开采错距变化，随之结构关键层最大主

应力 !

7

整体呈“凹”状分布，自上而下可分为 " 部

分：错距 ":、<:、@: ; 位于下部，该部分结构关键层

位置应力值较小分布集中，其中错距 <: ; 时应力

值最小；错距 : ; 和 B: ; 位于上部，此时结构关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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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处应力值较大且与下部应力值有较明显差异，!
,

最大主应力图如图 %（5）。结构关键层最小主应力 !

9

整体呈“驼峰”状分布，% 种错距情况应力分布较集

中，其中错距 + : 时 !

9

值最大，!
9

最小主应力图如

图 %（*）。

根据 7";<=4">#":* 强度准则：

!?=!

9

@!

,

!"=&# "

!

（,）

"?

,@823"

,=823"

（&）

式中：# 为岩层黏聚力，7A5；" 为岩层内摩擦

角，（"）；" 为中间参量；!
,

为最大主应力，7A5；!
9

为

最小主应力，7A5；! 为强度准则判断条件，当 !?+ 时

岩体处于临界状态，当 !B+ 时岩体处于塑性、断裂变

形阶段，当 !C+ 时岩体处于弹性变形阶段。

由 7"D<=4">6":* 强度准则判别条件、岩石力学

参数及数值模拟覆岩关键层主应力分布规律可得：

不同开采错距覆岩关键层处最小主应力分布集中，

数值分布较接近；而最大主应力分布呈现明显差异，

错距 + : 与 E+ : 显著大于错距 &+、F+、G+ :，因此

结合式（,）覆岩关键层是否发生塑性变形与破断在

该工况条件下主要取决于关键层位置最大主应力分

布。通过分析覆岩关键层最大主应力图如图 %（.），

错距 &+、F+、G+ : 时覆岩关键层大部分将处于弹性

变形阶段，与数值模拟结果对应的覆岩关键层落在

“谷=峰=谷”形卸压区两侧的高拉应力区面积较小

的情况基本吻合，采空区两侧竖向裂隙穿透关键层

区域较少。错距 F+ : 时，覆岩关键层最大主应力最

小，关键层最稳定、完整，即为最优错距；错距 + :

和 E+ : 时关键层大部分将处于塑性和断裂变形阶

段，对应数值模拟结果覆岩关键层落在“谷=峰=谷”

形卸压区两侧的高拉应力区面积较大，结构关键层

较破碎，地表沉陷、覆岩变形较大。错距 + : 时，覆

岩关键层最大主应力最大，关键层最破碎，即为最

不利错距。

! ! "

,）双层煤错距开采，错距煤柱影响范围内最大

主应力呈“平峰”状分布，下沉值呈“尖峰”状分布，

错距煤柱中心出现主应力峰值和下沉最小值；随着

错距的增加，错距煤柱拉应力分布特征、煤柱最大

主应力和下沉值均经历“由大到小再增大”的规律。

&）综合考虑煤柱最大主应力峰值、煤柱中心下

沉值、覆岩关键层落于高拉应力区面积及破坏强度

准则，当开采错距 + : 时，煤柱最大主应力峰值、煤

柱中心下沉值、覆岩关键层落于高拉应力区面积均

出现最大值与范围；而错距 F+ : 时，煤柱最大主应

力峰值、煤柱中心下沉值、覆岩关键层落于高拉应力

区面积均出现最小值与范围。通过不同错距方案对

比分析，双煤层开采最优错距为 F+ :，最不利错距

为 + :。

9）最优的错距开采可有效减少结构关键层的损

伤和破断，覆岩变形较小；而最不利的错距开采将加

剧结构关键层破断范围大，加剧地表沉陷，增大覆岩

破坏范围。

#$%&'"#$#%#&'#(()

［#］ 钱鸣高，缪协兴，许家林，等 $论科学采矿［%］$采矿与

安全工程学报，&''(，&)（#）：#*#'$

+,-. /012234H /,-5 6078012I 69 %03:01I 7; 3:$ 51

<=071;0>7?@01012［%］$ %4AB13: 4C /01012DE3C7;F G120 *

177B012I &''(I &)（#）J #*#'$

* ) +,-./0123456789:;<

*+,-. /0# '1%2#( 3$ 40# 5%+&'+567 (4%#(( 3$ 40# 8#9 769#%

:+40 40# 6;26&'# 3$ 40# :3%8+&, $6'#

%! !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 +, -.&/ 0+,(1

2./3!" 4.3"

5(63 "#"7

［!］ 钱鸣高，缪协兴，许家林"资源与环境协调（绿色）开采

［#］"煤炭学报，!$$%，&!（'）：'(%)

*+,- ./011238 .+,4 5/67/018 58 #/29/0) :;660 </0=

/01 3> ?329 ;6@3A;?6@ B2;<30/C/01 D/EB 60F/;30<60E［#］"

#3A;029 3> GB/02 G329 H3?/6EI8 !JJ%8 &!（'）9 '=%"

［&］ 范立民"保水采煤的科学内涵［#］"煤炭学报，!J'%，K!

（'）：!%=&L"

M,- N/</0OH?/60E/>/? ?3003E2E/30 3> D2E6; (P;6@6;F6Q

</0/01［#］" #3A;029 3> GB/02 G329 H3?/6EI8 !J'%8 K!（'）9

!%(&L"

［K］ 孙学阳，梁倩文，苗霖田"保水采煤技术研究现状及发

展趋势［#］"煤炭科学技术，!J'%，KL（'）：LK(LR"

H8- 5A6I2018 N/201 */20D608 ./23 N/0E/20" S6@62;?B

@E2EA@ 20Q Q6F693P<60E E;60Q 3> ?329 </0/01 A0Q6; D2(

E6;(P;6@6;F/01［#］" G329 H?/60?6 20Q T6?B03931I8 !J'%8

KL（'）9 LK(LR"

［L］ 钱鸣高，缪协兴，许家林，等" 岩层控制的关键层理论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JJ&"

［U］ 黄庆享"浅埋煤层保水开采岩层控制研究［#］"煤炭学

报，!J'%，K!（'）：LJ(LL"

V8,-: */017/201OS6@62;?B 30 ;33> ?30E;39 3> D2E6;

?30@6;F2E/30 </0/01 /0 @B2993D @62<［#］O #3A;029 3> GB/02

G329 H3?/6EI8 !J'%8 K!（'）9 LJ(LLO

［%］ 孙建，王连国，鲁海峰O基于隔水关键层理论的倾斜煤

层底板突水危险区域分析［#］O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

!J'%，&K（K）：ULL(UU!O

H8- #/208 W,-: N/201A38 N8 V2/>601O TB6 2029I@/@ 3>

EB6 D2E6; (/0;A@B Q2016;3A@ 2;62@ /0 EB6 /0?9/06Q ?329

@62< >933; X2@6Q 30 EB6 EB63;I 3> D2E6; (;6@/@E/01 Y6I

@E;2E2［#］O #3A;029 3> ./0/01 Z H2>6EI [01/066;/018 !J'%8

&K（K）9 ULL=UU!"

［\］ 马凯，尹立明，陈军涛，等"深部开采底板隔水关键层

受局部高承压水作用破坏理论分析［#］"岩土力学，

!J'\，&R（R）：&!'&=&!!!"

., ]2/8 ^+- N/</018 GV[- #A0E238 6E 29OTB63;6E/?29

2029I@/@ 30 >2/9A;6 3> D2E6; (;6@/@E/01 Y6I @E;2E2 /0 EB6

>933; XI 93?29 B/1B ?30>/06Q D2E6; /0 Q66P </0/01［#］O

S3?Y 20Q H3/9 .6?B20/?@8 !J'\8 &R（R）9 &!'&(&!!!O

［R］ 尚涛，韩流，舒继森，等O 节地减损开采模式下边坡结

构及应力发展规律［#］O 煤炭学报，!J'R，KK（'!）：

&UKK(&ULKO

HV,-: T238 V,- N/A8 HV8 #/@608 6E 29O H93P6 @E;A?(

EA;6 20Q @E;6@@ Q6F693P<60E ;A96 A0Q6; </0/01 <3Q6 3>

920Q@ 2F/01 20Q 6?3931/?29 Q6E;2?E/30［#］O #3A;029 3>

GB/02 G329 H3?/6EI，!J'R8 KK（'!）9 &UKK(&ULKO

［'J］ 潘瑞凯，曹树刚，李勇，等O浅埋近距离双厚煤层开采

覆岩裂隙发育规律［#］O煤炭学报，!J'\，K&（\）：

!!U'(!!U\O

_,- SA/Y2/8 G,4 HBA12018 N+ ^3018 6E 29O`6F693P(

<60E 3> 3F6;XA;Q60 >;2?EA;6@ >3; @B2993D Q3AX96 EB/?Y

@62<@ </0/01［#］O #3A;029 3> GB/02 G329 H3?/6EI8 !J'\8

K&（\）9 !!U'(!!U\O

［''］ 侯恩科，从通，谢晓深，等O基于颗粒流的浅埋双煤层

斜交开采地表裂缝发育特征［#］O采矿与岩层控制工

程学报，!J!J，!（'）：'(RO

V48 [0Y68 G4-: T3018 5+[ 5/23@B608 6E 29O :;3A0Q

@A;>2?6 >;2?EA;6 Q6F693P<60E ?B2;2?E6;/@E/?@ 3> @B2993D

Q3AX96 ?329 @62< @E2116;6Q </0/01 X2@6Q 30 P2;E/?96

>93D［#］O #3A;029 3> ./0/01 20Q HE;2E2 G30E;39 [01/(

066;/018 !J!J8 !（'）9 '(RO

［'!］ 张志祥，张永波，赵雪花，等O双煤层采动岩体裂隙分

形特征实验研究［#］O太原理工大学学报，!J'K，KL

（&）：KJ&(KJ%O

aV,-: aB/7/2018 aV,-: ^301X38 aV,4 5A6BA28

6E 29O [7P6;/<60E29 @EAQI 30 >;2?E29 ?B2;2?E6;/@E/?@ 3>

>;2?EA;6@ /0 ED3(?329 @62< </0/01 ;3?Y <2@@［#］O #3A;(

029 3> T2/IA20 A0/F6;@/EI 3> E6?B03931I8 !J'K8 KL（&）9

KJ&(KJ%O

［'&］ 张百胜，杨双锁，康立勋，等 O 极近距离煤层回采巷

道合理位置确定方法探讨［#］O岩石力学与工程学

报，!JJ\，!%（'）：R%('J'O

aV,-: b2/@B6018 ^,-: HBA201@A38 ],-: N/7A08 6E

29O`/@?A@@/30 30 <6EB3Q >3; Q6E6;</0/01 ;62@302X96

P3@/E/30 3> ;32QD2I >3; A9E;2 ?93@6<A9E/@62<［#］O GB/(

06@6 #3A;029 3> S3?Y .6?B20/?@ 20Q [01/066;/018

!JJ\8 !%（'）9 R%('J'O

［'K］ 张炜，张东升，陈建本，等O极近距离煤层回采巷道合

理位置确定［#］O中国矿业大学学报，!J'!，K'（!）：

'\&('\%O

aV,-: W6/8 aV,-: `301@B6018 GV[- #/20X608 6E

29O `6E6;</0/01 EB6 3PE/<A< 12E6D2I 93?2E/30 >3; 67(

E;6<69I ?93@6 ?329 @62<@［#］O #3A;029 3> GB/02 80/F6;(

@/EI 3> ./0/01 20Q T6?B03931I8 !J'!8 K'（!）9 '\& ('\%O

［'L］ 吴中明O 极近距离下位煤层回采巷道优化布置研究

［#］O煤，!J'!，!'（U）：K(%O

W8 aB301</01O 4PE/<29 2;;2016<60E @EAQI 3> 67(

E;6<69I ?93@6 @AX3;Q/02E6 P3@/E/30 Q/@E20?6 ?329 @62<

</0/01 ;32Q［#］O G3298 !J'!8 !'（U）9 K(%O

［'U］ 程志恒，齐庆新，李宏艳，等O近距离煤层群叠加开采

采动应力(裂隙动态演化特征实验研究［#］O煤炭学

报，!J'U，K'（!）：&U%(&%LO

GV[-: aB/B6018 *+ */017/08 N+ V301I208 6E 29O[F3(

9AE/30 3> EB6 @AP6;/<P3@6Q </0/01 /0QA?6Q @E;6@@ (>/@(

@A;6 >/69Q A0Q6; 67E;2?E/01 3> ?93@6 Q/@E20?6 ?329 @62<

1;3AP［#］O #3A;029 3> GB/02 G329 H3?/6EI8 !J'U8 K'（!）9

&U%(&%LO

:! !



!"#$%& '"$&

()*$ &+&,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01 23 4"56 723)8

［!"］ 杜君武，黄庆享#浅埋煤层群同采工作面合理走向错

距研究［$］# 煤炭科学技术，%&!"，'(（)）：!%%*!%"#

+, $-./-9 0,123 45.6758.6# 9:;:8<=> ?. <:8;?.*

8@A: ;B866:<:C C5;B8.=: 8A?.6 ;B<5D: ?E ;5F-B8.:?-;

F5.5.6 E8=:; 5. ;>8AA?/ ;:8F;［$］# G?8A H=5:.=: 8.C

I:=>.?A?6J9 %&!"9 '(（)）: !%%*!%"#

［!K］ 黄庆享，杜君武，侯恩科，等#浅埋煤层群覆岩与地表

裂隙发育规律和形成机理研究［$］#采矿与安全工程

学报，%&!)，LM（!）："*!(#

0,123 45.6758.69 +, $-./-9 0N, O.D:9 :B 8A#9:*

;:8<=> ?. ?P:<@-<C:. 8.C 6<?-.C ;-<E8=: =<8=D; C5;B<5*

@-B5?. 8.C E?<F8B5?. F:=>8.5;F 5. ;>8AA?/ =?8A ;:8F;

6<?-Q F5.5.6［$］# $?-<.8A ?E R5.5.6 S H8E:BJ O.65.::<*

5.69 %&!)9 LM（!）: "*!(#

［!)］ 黄庆享，杜君武，刘寅超#浅埋煤层群工作面合理区

段煤柱留设研究［$］#西安科技大学学报，%&!M，LM

（!）：!)*%L#

0,123 45.6758.69 +, $-./-9 TU, V5.=>8?# HB-CJ

?. ;:=B5?. =?8A Q5AA8< ?E 6<?-Q F5.5.6 5. ;>8AA?/

@-<5:C =?8A ;:8F;［$］# $?-<.8A ?E W5’8. ,.5P:<;5BJ ?E

H=5:.=: 8.C I:=>.?A?6J9 %&!M9 LM（!）: !)*%L#

［%&］ 缪协兴# 采动岩体的力学行为研究与相关工程技术

创新进展综述［$］#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KK*!))K#

RU1N W5:75.6#9:P5:/ ?E <:;:8<=> ?. F:=>8.5=8A @:*

>8P5?<; ?E F5.5.6 <?=D F8;; 8.C 5B; <:A8B:C :.65.::<5.6

B:=>.?A?65=8A 5..?P8B5?. Q<?6<:;;［$］# G>5.:;: $?-<.8A ?E

9?=D R:=>8.5=; 8.C O.65.::<5.69 %&!&9 %)（!&）: !)KK$

［%!］ 许家林，钱鸣高#覆岩关键层位置的判别方法［$］#中

国矿业大学学报，%&&&，%)（(）：%!*%(#

W, $58A5.9 4U12 R5.668?# R:B>?C B? C5;B5.6-5;> D:J

;B<8B8 5. ?P:<@-<C:.［$］# $?-<.8A ?E G>5.8 ,.5P:<;5BJ ?E

R5.5.6 S I:=>.?A?6J9 %&&&9 %)（(）: %!*%(#

!!!!!!!"#$%孙学阳（!)"M—），安徽涡阳人，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博士，西安科技大学地质与环境学院副院长，从事

地质灾害治理、采矿与岩土工程模拟方面研究。

（收稿日期：&+&+;+<;,=；责任编辑：陈 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