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科学技术》2020 年 1~6 期总目次
第1期
滇西保山地块黑牛凹金矿区辉绿玢岩地球化学特征、锆石 U-Pb 年龄及地质意义

………………………………………… 罗应，卢映祥，刘学龙，薛顺荣，王帅帅，李振焕，张昌振，陈建航（1）
广西大瑶山大裕金矿地质特征及找矿预测 ……………………… 郭辉，刘春明，黄德志，邹海洋，陈磊（12）
山东栖霞—大柳行地区金矿资源潜力评价 ………………… 黄鑫，宋倩，王勇军，沈立军，朱裕振，孙超（21）
基于变权联系云的采空区稳定性二维评价模型 ……………………… 邓红卫，张维友，虞松涛，高宇旭（32）
大断面六角形进路采矿法结构参数优化研究 ……………………………… 张钦礼，蒋超余，高翔，刘斌（42）
倾斜矿体采动与断层活化作用引起竖井变形的物理模型试验

…………………………………………………………………… 孙琪皓，马凤山，赵海军，郭捷，曹家源（51）
配备辅助通风的高温矿井采掘区温度分布数值模拟 …………………………… 田龙，周智勇，陈建宏（61）
金属矿山地下采空区问题研究现状与展望 ……………………………… 程力，刘焕新，朱明德，吴钦正（70）
基于粒子群算法优化 BP 神经网络的溶浸开采浸出率预测 …………………………… 卜斤革，陈建宏（82）
基于 Buckingham 方程的大倍线充填料浆输送优化与应用 …………… 李宗楠，罗皖东，郭利杰，许文远（90）
柠檬酸浸法预处理对磷石膏充填体性能的影响 ……………… 黄照东，张德明，刘一锴，张钦礼，王浩（97）
基于 RANSAC 的地下矿山巷道边线检测算法 …………………………………… 毕林，段长铭，任助理（105）
我国大变形锚杆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王贺，陈何，曹辉（112）
基于 V-REP 的井下铲运机自主作业仿真试验软件平台研究 ……………… 吴家希，王李管，李亚龙（124）
基于 PSO-RBF 神经网络模型的岩爆倾向性预测 …… 李任豪，顾合龙，李夕兵，侯奎奎，朱明德，王玺（134）
青海某金矿选冶中试厂工艺设计优化及应用 …………………………………………… 李飞，陈自强（142）
基于商空间的黄金价格 SVM 模型预测 ……………………………………………… 韩旭，杨珊，王喜梅（148）

基于等维动态马尔科夫 SCGM（1，1）C 模型的黄金价格预测 ……………………… 王梅，陈建宏，杨珊（158）
第2期
金属矿绿色开采评价方法探讨 ……………………………… 赵国彦，邱菊，赵源，裴佃飞，李洋，吴攀（169）
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的绿色矿山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刘亦晴，梁雁茹，刘娜娜，胡欢（176）
表面曝气反应器中气泡尺寸分布测量 ……………………… 郝易潇，郑学锋，肖依婷，王浩亮，李向阳（188）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有色金属产业合作模式与保障措施 …………………… 许礼刚，关景文，徐美娟（195）
基于 CiteSpace 的我国绿色矿山研究可视化分析 ……………………… 郭晓剑，胡欢，刘亦晴，梁雁茹（203）
基于 GIS 与层次分析法的综合成矿预测——以新疆库米什地区为例 ……… 陈超民，冷成彪，司国辉（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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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应力作用下偏心装药的炮孔裂隙分布 ………………………… 费鸿禄，刘雨，钱起飞，苏强，孙晓宇（228）
高地应力破碎围岩巷道变形破坏特征及支护方式研究

……………………………………………………… 李光，马凤山，郭捷，赵海军，寇永渊，兰剑，赵金田（238）
黄土坡铜锌矿微震监测技术应用与灾害预警方法研究 ………………………… 党明智，张君，贾明涛（246）
含预制缺陷类岩体模型破断试验与分析 ……………………… 张栩栩，杨仕教，曾佳君，罗可，蒲成志（255）
基于 CRITIC-CW 法的地下矿岩体质量评价 ……………………………… 戚伟，李威，李振阳，赵国彦（264）
戈塘金矿房柱法开采围岩稳定性分析 …………………………………………………… 陈洲，左宇军（271）
缅甸实皆省某金矿工艺矿物学研究 ……………… 傅开彬，王维清，赵涛涛，龙美樵，侯普尧，杜明霞（278）
选冶联合提高甘肃某难浸金矿浮选尾矿金回收率的试验研究 ……………… 杨波，童雄，谢贤，王晓（285）
海拔高度对矿井巷道火灾烟气蔓延规律的影响研究 ………………………………… 黄锐，吴娥，吴林（293）
基于 ANP 的高海拔矿山掘进工作面通风方式优选 ………………… 李蓉蓉，李孜军，黄义龙，赵淑琪（301）
地下金属矿智能矿山总体规划 ………………… 刘晓明，邓磊，王李管，邓顺华，杨新锋，万由，贺艳军（309）
第3期
广西乐业县岩旦—岩堂金矿床找矿模型及成矿预测 ………………………………… 秦运忠，宋海军（317）
胶东玲珑九曲金矿床载金黄铁矿矿物学特征及其深部找矿意义 ……………… 张振，宁生元，徐增田（328）
协同理念下岩金矿脉群连续回采顶板安全跨度研究 …………………… 聂兴信，甘泉，高建，冯珊珊（337）
深部区域采矿时序的地压调控卸荷效应研究 ………………………… 于世波，杨小聪，原野，王志修（345）
金川二矿区+1 000 m 中段水平矿柱回采方法研究 ………………… 寇永渊，李光，邹龙，马凤山，郭捷（353）
基于物探技术的露天矿边坡失稳因素勘测研究 ……………………… 康恩胜，孟海东，赵自豪，何滔（363）
基于综合决策云模型的围岩稳定性分级方法研究 ……………………………… 周科平，侯霄峰，林允（372）
股权集中度与中国私营矿业公司治理效率 …………………………………………… 郑明贵，曾健林（380）
我国稀土出口的管制经济学分析 ………………………………………………… 吴泽斌，朱迪，刘立刚（391）
套孔应力解除法与声发射法在新城矿区深部地应力测量中的对比研究

………………………………………………………… 马春德，刘泽霖，谢伟斌，魏新傲，赵新浩，龙珊（401）
SHPB 压缩试验中红砂岩的力学与能量耗散特性研究 ………………………… 胡健，宫凤强，贾航宇（411）
含预制裂隙类岩石裂隙演化与破裂特征的试验研究 ………… 王程程，罗鑫尧，陈科旭，戴兵，贺桂成（421）
基于核磁共振 T2 谱图的裂隙砂岩疲劳损伤分析 ……………………… 毛思羽，曹平，李建雄，欧传景（430）
不同含水率下红黏土软化模型及强度试验研究 ………………………… 李怀鑫，林斌，陈士威，王鹏（442）
基于熵值法—突变理论的尾矿库安全评价研究 ……………………………………… 高振兴，郭进平（450）
基于熵权模糊法的高海拔矿井风机性能影响因素分析 ……… 宋品芳，李孜军，李蓉蓉，赵淑琪，徐宇（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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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期
非洲大陆金矿分布特征与勘查建议 ………………………… 江思宏，张莉莉，刘翼飞，李高峰，季根源（465）
广西贵港六梅金矿的成因类型及找矿意义 …… 陈港，陈懋弘，马克忠，葛锐，郭申祥，吴启强，原其生（479）
河南省灵宝市董家埝银矿原生晕特征及地质意义 ………… 段启超，庞绪成，纵瑞，韩迪，张岩，张鑫（497）
十字交叉裂隙扩展机理试验与数值模拟研究 ………………………… 贺桂成，陈科旭，戴兵，王程程（509）
微波辐射辅助机械冲击破碎岩石动力学试验研究 …………………………… 胡毕伟，尹土兵，李夕兵（521）
含孔洞岩石在静应力下的循环冲击试验研究 ………………………… 戴兵，单启伟，罗鑫尧，薛永明（531）
砂土介质振弦式土压力盒标定试验 ………………………………… 简筝，赵国彦，王玺，马举，肖屈日（541）
穰家垅银矿大规模充填采矿采场结构参数优化研究 ……… 苏怀斌，张钦礼，张德明，曾长根，朱晓江（550）
矿柱爆破回采对胶结充填体损伤影响试验研究 ……………………… 宋春辉，李祥龙，王建国，宋飞（558）
基于组合赋权的 T-FME 岩爆倾向性预测模型研究及应用 …… 李彤彤，王玺，刘焕新，侯奎奎，李夕兵（565）
基于核主成分分析与 SVM 的岩爆烈度组合预测模型 …………… 许瑞，侯奎奎，王玺，刘兴全，李夕兵（575）
基于 EEMD 和关联维数的矿山微震信号特征提取和分类 …………………… 廖智勤，王李管，何正祥（585）
脉冲微波助磨工艺参数对钛铁矿升温性能的影响研究 …… 侯明，李军，杨黎，范培强，郭胜惠，严妍（595）
江西某铜矿大型球磨机介质制度优化试验研究 ……………… 李付博，肖庆飞，黄胤淇，张谦，王旭东（603）
基于 HFACS 的高原矿山作业疲劳与人因失误率浅析 …… 黄知恩，李明，廖国礼，吴超，黄锐，李孜军（610）
第5期
有色冶金渣制备胶凝材料研究现状与展望 ……………………………………… 郭利杰，张雷，李文臣（621）
铜镍冶炼渣的资源化利用研究进展 ………………………… 张婷婷，智士伟，郭利杰，武震林，韩俊南（637）
矿区典型环境污染及其充填胶凝固定化研究进展

………………………………… 那华，吕国诚，张丹，王丽娟，廖立兵，郭利杰，孔令常，武丽娟，卞健华（646）
铝硅酸盐固废胶凝材料制备及其性能 ………………………………………………… 叶智远，王倩倩（658）
基于铜镍冶炼渣制备充填胶凝材料试验研究 …………………………………… 张雷，郭利杰，李文臣（669）
矿物掺合料改性铜镍渣胶凝材料的性能研究 ……………… 张婷婷，周子钰，郭利杰，武震林，韩俊南（678）
江西银山铜多金属矿深部找矿与成矿特征 ………… 胡金山，胡福林，刘金刚，李宁，胡国柳，王国光（688）
山东胶莱盆地东北缘前垂柳矿区金矿资源潜力分析 ……… 段留安，魏有峰，陈雄军，韩小梦，郭云成（701）
湖南通道地区金矿床中黄铁矿成分标型特征及对矿床成因的启示

……………………… 高华，谢玉华，杨亮，张哲，柯新星，刘晓敏，罗建镖，刘琦，刘继顺，王智琳，孔华（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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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家金矿深部复杂构造下高应力岩体树脂锚索联合支护技术

…………………………………………………………………… 陈玉民，王成龙，李晓飞，蒋翔，赵兴东（727）
三山岛金矿“三下”开采工艺优化与灾害防治 …………………………… 王善飞，王康，马凤山，卢蓉（734）
高海拔矿山独头巷道通风降尘方法优选 …………………………… 李泽佑，黄锐，赵淑琪，沈学，吴娥（743）
面向产能优化的地下金属矿山安全保障条件评价研究 …………………………… 王猛，史秀志，张舒（753）
高管任职年限对中国民营矿业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 ……………………………… 郑明贵，吴萍（761）
球磨机细磨阶段钢段与钢球磨矿效果对比 ………………………… 王旭东，肖庆飞，张谦，杨森，马帅（771）
第6期
湘东北长沙—平江断裂带关键金属钴的赋存状态与成矿规律

………………………………………… 王智琳，伍杨，许德如，邹少浩，董国军，彭尔柯，宁钧陶，康博（779）
微生物法治理含砷酸性矿山废水的研究进展 …………………………………… 沈蔡龙，张广积，杨超（786）
含锑金矿预处理脱锑技术的研究进展 ……………………………… 高世雄，陈国宝，杨洪英，马鹏程（792）
贵州册亨县板年金矿多层次滑脱构造控矿及找矿预测

…………………………………… 陈发恩，刘建中，王大福，王泽鹏，杨成富，李俊海，徐良易，宋威方（800）
辽宁二道沟金矿床黄铁矿热电性特征及深部找矿预测

………………………………………… 温佳伟，史鹏亮，刘彦兵，张静，屈海浪，李元申，胡博心，缪广（812）
西秦岭寨上金矿床构造控矿特征与成矿规律 …………………………………………… 张斌，刘家军（825）
青海省都兰县丘吉东沟金矿水系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远景 …………………… 刘铭，王仔章（837）
基于立方定律的断层流—热耦合数值计算方法 …………………………………… 陈刚，马玲，龚红胜（846）
基于正交试验的过断层软破段巷道支护参数优化 …………………… 胡建华，庞乐，王学梁，郑明华（859）
不同损伤程度砂岩相似材料动态力学性能试验研究 …… 王倩倩，徐颖，汪海波，郑强强，倪贤，胡浩（868）
静态—准静态加载下含裂隙类岩材料破断试验及声发射特性分析

……………………………………………………… 郭婧宇，蒲成志，贺桂成，李益龙，杨少峰，曾佳君（877）
千米深井高应力破碎围岩控制技术 ………………………………… 王成龙，侯成录，杨尚欢，赵兴东（885）
基于 Stacking 模型的采空区稳定性预测 ………………………………………… 王牧帆，罗周全，于琦（894）
基于小波支持向量机模型的矿区生态安全评价方法研究 …………………………… 谭吉玉，刘高常（902）
基于组合权重和物元分析的矿山安全生产状况研究 ………………… 柯愈贤，王成，方立发，廖宝泉（910）
基于机器学习的 3 种岩爆烈度分级预测模型对比研究 … 田睿，孟海东，陈世江，王创业，孙德宁，石磊（920）
高海拔地区矿井风机状态动态评估 ……………………………………… 王利鹏，闫放，李孜军，王方（930）
含金硫化矿碱性氧化提金研究现状与展望 …………………………… 宋翔宇，张振，王君玉，李荣改（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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