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2016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矿业工程”专业课大纲
[981]工程力学
工程力学包括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课程作用是使学生具有对一般工程结构作受力分析
的能力,对构件作强度,刚度计算和稳定性核算的能力，了解材料的主要力学性能并具有测试强
度指标的初步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上。

一、考试要求
静力学部分
（一）静力学基本概念与物体受力分析
(1)熟练掌握刚体和力的基本概念、力的三要素。
(2)熟悉各种常见约束的性质，熟练掌握物体的受力分析方法。
(3)掌握静力学的五条公理
（二）力系简化和力系平衡方程
(1)熟练掌握平面汇交力系合成与平衡的几何法和解析法。
(2)理解并掌握力矩的概念、力偶和力偶矩的概念、力偶系的平衡条件。
(3)熟练掌握平面和空间力系的简化、合成及平衡条件，并应用求解物体系统的平衡问题。
(4)掌握摩擦、摩擦角、滚动摩阻的概念，熟练求解考虑摩擦的平衡问题。

材料力学部分
（一）材料力学概述：
深入理解并掌握变形体，各向同性与各向异性弹性体等概念；深入理解并掌握弹性体受力
与变形特征；熟练掌握用截面法求截面内力；了解杆件受力与变形的几种主要形式。
（二）轴向拉伸与压缩：
深入理解并掌握轴向拉压杆的内力、轴力图，横截面和斜截面上的应力；熟练掌握轴向拉
压的应力、变形；理解并掌握轴向拉压的强度计算；掌握轴向拉压的超静定问题；了解轴向
拉压时材料的力学性质。
（三）剪切与扭转：
熟练掌握剪力和弯矩的计算与剪力图和弯矩图。深入理解载荷集度、剪力和弯矩间的微分
关系及应用；熟练掌握连接件剪切面的判定，切应力的计算；深刻理解切应力互等定理和剪
切虎克定律；理解并掌握外力偶矩的计算、扭矩和扭矩图；理解并掌握圆轴扭转时任意截面
的扭矩，扭转切应力，绘出扭转切应力的方向；熟练掌握圆轴扭转时任意两截面的相对扭转
角，求圆轴单位长度上最大扭转角；了解开口与闭口薄壁杆件扭转切应力及切应力分布；理
解并掌握矩形截面杆件最大扭转切应力及切应力分布；熟练掌握圆截面的极惯性矩及抗扭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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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模量的计算。
（四）弯曲内力：
1．理解并掌握剪力和弯矩的计算及剪力图和弯矩图；
2．熟练掌握载荷集度、剪力和弯矩间的微分关系及应用。
（五）弯曲应力
1.理解并掌握弯曲正应力及正应力强度的计算，直梁横截面上的正应力、切应力；
2.理解并掌握开口薄壁杆件弯曲，弯曲中心的位置，截面上切应力分布；
3.熟练掌握弯曲剪应力及剪应力强度计算；
4.熟练掌握组合梁的弯曲强度；
5.了解提高弯曲强度的措施。
（六）弯曲变形
1．熟练掌握挠曲线微分方程；
2．熟练掌握用积分法求弯曲变形；
3．熟练掌握用叠加法求弯曲变形；
4．理解并掌握解简单静不定梁；
5．理解并掌握梁的刚度条件。
（七）截面几何性质
1.理解并掌握静矩、形心、惯性矩、惯性半径、惯性积，简单截面惯性矩和惯性积计算；
2.熟练掌握转轴和平行移轴公式；
3.熟练掌握转轴公式、形心主轴和形心主惯性矩；
4.熟练掌握组合截面的惯性矩和惯性积计算。
（八）应力和应变分析与强度理论
1.深入理解应力状态，主应力和主平面的概念
2.熟练掌握二向应力状态的解析法和图解法计算斜截面上的应力、主应力和主平面的方
位；
3.熟练掌握三向应力状态的应力圆画法，掌握单元体最大剪应力计算方法；
4.理解并掌握各向同性材料在一般应力状态下的应力一应变关系，广义胡克定律，各向同
性材料各弹性常数之间的关系，一般应力状态下的应变能密度，体积改变能密度与畸变能密
度；
5.理解并掌握四种常用的强度理论。
（九）组合变形
1．理解并掌握组合变形和叠加原理；
2．熟练掌握拉压与弯曲组合变形杆的应力和强度计算；
3．熟练掌握斜弯曲问题的概念和求解；
4．熟练掌握偏心压缩问题的概念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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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熟练掌握扭转与弯曲组合变形下，圆轴的应力和强度计算；
6．理解并掌握组合变形的普遍情况。
（十）能量方法
1.熟练掌握杆件变形能的计算；
2.理解并掌握卡氏定理、莫尔定理、图形互乘法及其应用；
3.掌握用能量方法解超静定问题；
4.理解并掌握功的互等定理和位移互等定理。
（十一）压杆稳定
1．理解并掌握压杆稳定的概念；
2．理解并掌握常见约束下细长压杆的临界压力、欧拉公式；
3．理解并掌握压杆临界应力以及临界应力总图；
4．熟练掌握压杆失效与稳定性设计准则：压杆失效的不同类型，压杆稳定计算；
5．掌握中柔度杆临界应力的经验公式；
6．了解提高压杆稳定的措施。

二、考试内容
静力学部分
（一）静力学的基本概念
静力学的研究对象。平衡、刚体和力的概念，静力学公理，非自由体，约束，约束的基本
类型。二力构件。约束反力。物体的受力分析。受力图。三力平衡定理。
（二）共点力系
共点力系合成的几何法和平衡的几何条件。力在轴上的投影，合力投影定理。力沿坐标轴
的分解，共点力系合成的解析法和平衡的解析条件，平衡方程及应用.
（三）力偶系
力偶和力偶矩。力偶的等效变换和等效条件。力偶矩矢。力偶系的合成和平衡条件，平衡
方程及应用。
（四）平面任意力系
力对点的矩。刚体上力的平移。平面任意力系向作用面内任一点的简化，力系的主矢和主
矩。力系简化的各种结果。合力矩定理。平面任意力系的平衡条件，平衡方程的各种形式及
平衡方程的应用。静不定问题的概念。物体系的平衡。外力和内力。
（五）摩擦
摩擦现象。滑动摩擦定律。摩擦系数和摩擦角，自锁现象。有摩擦物体和物体系的平衡。
平衡的临界状态和平衡范围。滚阻的概念。滚阻力偶。滚阻和滑动摩擦同时存在时平衡问题
的分析。
（六）空间任意力系
（七）力对轴的矩，力对点的矩及其矢积表示式，力对点的矩与力对于通过该点任一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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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之间的关系。力对坐标轴的矩的解析表达式，空间任意力系向一点简化，力系的主矢和主
矩。空间任意力系简化的各种结果，空间任意力系的平衡条件和平衡方程。空间任意力系平
衡方程的应用。

材料力学部分
（一）材料力学概述：
变形体，各向同性与各向异性弹性体，弹性体受力与变形特征；基本假设；工程结构与构
件，杆件受力与变形的几种主要形式；用截面法求指定截面内力。
（二）轴向拉伸与压缩：轴向拉压杆的内力、轴力图，横截面和斜截面上的应力，轴向拉
压的应力、变形，轴向拉压的强度计算，轴向拉压的超静定问题，装配应力和热应力问题；
轴向拉压时材料的力学性质。
（三）剪切与扭转：剪力和弯矩的计算与剪力图和弯矩图；载荷集度、剪力和弯矩间的微
分关系及应用；连接件剪切面的判定，切应力的计算；切应力互等定理和剪切虎克定律；外
力偶矩的计算、扭矩和扭矩图；圆轴扭转时任意截面的扭矩，扭转切应力，圆轴扭转时任意
两截面的相对扭转角，开口与闭口薄壁杆件扭转切应力及切应力分布，剪力流的概念；矩形
截面杆件最大扭转切应力及切应力分布；圆及环形截面的极惯性矩及抗扭截面模量的计算。
（四）弯曲内力：剪力和弯矩的计算，剪力图和弯矩图，载荷集度、剪力和弯矩间的微分
关系及应用。
（五）弯曲应力：弯曲正应力及正应力强度的计算，直梁横截面上的正应力、切应力，开
口薄壁杆件弯曲，弯曲中心的位置，截面上切应力分布，弯曲剪应力及剪应力强度计算，组
合梁的弯曲强度，提高弯曲强度的措施。
（六）弯曲变形：挠曲线微分方程，用积分法求弯曲变形，用叠加法求弯曲变形，解简单
静不定梁，梁的刚度条件。
（七）截面几何性质：静矩、形心、惯性矩、惯性半径、惯性积，简单截面惯性矩和惯性
积计算；转轴和平行移轴公式；转轴公式、形心主轴和形心主惯性矩；组合截面的惯性矩和
惯性积计算。
（八）应力和应变分析与强度理论：应力状态，主应力和主平面的概念，二向应力状态的
解析法和图解法；计算斜截面上的应力、主应力和主平面的方位；三向应力状态的应力圆画
法；掌握单元体最大剪应力计算方法；各向同性材料在一般应力状态下的应力一应变关系，
广义胡克定律，各向同性材料各弹性常数之间的关系；一般应力状态下的应变能密度，体积
改变能密度与畸变能密度；四种常用的强度理论，莫尔强度理论。
（九）组合变形：组合变形和叠加原理；拉压与弯曲组合变形杆的应力和强度计算；斜弯
曲；偏心压缩；扭转与弯曲组合变形下，圆轴的应力和强度计算；组合变形的普遍情况。
（十）能量方法：掌握变形能（外力功）的普遍表达式，杆件变形能的计算；势能及其驻
值原理；虚功原理

三、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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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铎编《理论力学》（上、下）（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2.刘鸿文编《材料力学》
（上、下）（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

[982]采矿学
一、考试要求：
本课程是研究井田开拓部署、采区巷道布置、采场工艺操作及在特殊条件下的开采技术
和方法的专业课程。要求具有地下采煤方面的理论基础知识与设计能力，具有应用理论知识
分析解决煤矿生产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具体要求是：
1. 正确理解党和国家有关煤矿地下开采的方针政策。
2. 能根据不同的地质条件进行技术分析和经济比较，提出合理的开采方案。
3. 掌握各种地下开采方法的基本知识。
4. 了解开采方法与其它生产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
5. 掌握采煤工作面的工艺知识，并能根据不同煤层条件选择和制定合理的采煤工艺。
二、考试内容
（一）煤矿开采的基本概念
煤田开发的基本概念；煤层分类；矿井设计生产能力和井型；井田内的划分；煤层开采
顺序；阶段内的再划分；矿井巷道的分类；矿井开拓、准备于回采的概念；矿井生产系统的
概念；采煤方法分类。强调如下基本概念：煤田；井田；生产能力；服务年限；平衡表内储
量等。
1、 矿区开发及井田划分
（1） 煤层赋存的地质特征
（2） 矿区开发
（3） 井田划分
2、 矿井储量、生产能力和服务年限
（1） 矿井储量
（2） 生产能力
（3） 服务年限
（4） 生产能力与服务年限关系
（二）井田开拓
1、 井田开拓基本概念
煤田划分成井田的方法；井田开拓的内容；开拓方式的分类；确定开拓方式的原则。
2、 平硐开拓
（1） 平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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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硐开拓的特点
（3） 几种平硐开拓方式的优缺点比较及适用条件
3、 斜井开拓
（1） 片盘斜井开拓
（2） 斜井分区式开拓
（3） 斜井多水平盘区式开拓
4、 立井开拓
（1） 井巷开掘顺序
（2） 生产系统形成
（3） 优缺点分析
（4） 适用条件
5、 综合开拓
（1） 井巷开掘顺序
（2） 生产系统形成
（3） 优缺点分析
（4） 适用条件
6、 多井筒分区域开拓
（1） 井巷开掘顺序
（2） 生产系统形成
（3） 优缺点分析
（4） 适用条件
7、 井筒形式、位置及数目的选择
（1） 井筒形式选择：原则

各种井筒形式的优缺点及适用条件

（2） 位置选择：影响因素

合理位置

（3） 风井布置及矿井通风系统的形成
8、 工业广场和保护煤柱留设
（1） 岩层移动角的概念
（2） 垂直剖面法
（三）井底车场
1、 井底车场用途及组成
2、 井底车场类型及特点
3、 井底车场调车方式及通过能力
4、 井底车场形式选择
（四）井田开拓基本问题分析
1、 开采水平设置及上下山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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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采水平划分
（2） 上下山开采
（3） 输助水平设置
2、 开采水平大巷布置
（1） 大巷的类型
（2） 大巷的运输方式
（3） 大巷的布置方式，各种大巷布置方式的优缺点及适用条件
（3） 运输大巷位置选择的原则
（4） 回风大巷布置
（5） 井田开拓特征及参数
3、 采区划分
（1） 采区范围
（2） 采区走向长度
（3） 采区煤柱
4、 开采顺序
（1） 阶段内煤层的开采顺序
（2） 阶段内沿走向的开采顺序
5、 采掘关系
（1） 配采
（2） 巷道掘进工程排队
（3） 三量规定
（4） 调整采掘关系的措施
（五）矿井采掘接替、开拓延伸与技术改造
1、 采掘关系
（1） 配采
（2） 采煤工作面接替
（3） 采区、带区、盘区接替原则
（4） 开采水平接替原则
（5） 采掘比与掘进率的概念机计算方法
（6） “三量”规定
2、 矿井开拓延深
（1） 矿井开拓延伸的特点
（2） 延深方式
（3） 各种延深方式适用条件
（4） 矿井水平过度时期的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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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准备方式
1、 准备方式分类
（1） 准备方式确定遵循原则
（2） 准备方式分类
2、 采区准备方式
（1） 单层采区准备方式
（2） 联合布置准备方式
（3） 采区准备方式条件
3、

盘区准备方式
特点 形式 优缺点及适用条件

4、

带区式准备
形式 优缺点及适用条件

（七）准备巷道布置及参数分析
1、 采区上山布置
（1） 上山位置确定
（2） 上山数目确定
（3） 上山布置类型
（4） 上下山运输
2、 煤层群区段集中平巷的布置及层间联系方式
（1） 布置目的

布置层位

布置方式

（2） 区段集中平巷与上山及煤层平巷的联系方式
3、 采盘区参数
区段数目及划分

采区生产能力

采区走向长度

煤仓容量
4、 采区、盘区和带区设计程序及内容
（1） 设计依据
（2） 设计程序
5、 开采准备系统的改革及发展方向
（八）采区车场
1、 矿井轨道
（1） 轨型
（2） 轨距
（3） 轨中心距
2、 道岔
(1) 道岔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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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区采出率

采区煤柱尺寸

(2) 道岔型号
3、 平面曲线线路
（1） 曲线半径选取
（2） 轨距、轨中心距和巷道加宽
（3） 轨道线路平面连接
4、 采区上部车场
（1） 车场形式及选择依据
（2） 线路布置
5、 采区中部车场
（1） 车场形式及选择依据
（2） 线路布置
6、 采区下部车场
（1） 车场形式及选择依据
（2） 线路布置
（九）长壁垮落采煤法采煤工艺
重点概念：工作制度

作业方式

循环

采机工作方式

护 。
1、 普采工艺方式
（1） 工艺过程
（2） 循环方式
2、 综采工艺方式
（1） 工艺方式
（2） 循环方式
（3） 回采工作面布置
（4）

双滚筒采煤机的进刀方式和进刀过程描述

3、 采场支护及采空区处理
(1) 普采工作面支护设备及架设方法
(2) 普采工作面端头支护方式
(3) 综采工作面支护方式
(4) 综采工作面液压支架移驾方式
(5) 综采工作面端头支护方式
4、 薄煤层工作面机采工艺特点
(1) 薄煤层工作面机采工艺特点
(2) 薄煤层刨煤机采煤工艺特点
(3) 薄煤层螺旋钻机采煤工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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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割方式

进刀方式

及时支

5、 煤层倾角加大后机采工艺特点
(1) 刮板输送机防滑措施
(2) 采煤机防滑措施
(3) 液压支架防滑措施
6、 大采高一次采全厚综采工艺特点
(1)大采高一次采全厚矿压显现特点
(2)大采高一次采全厚综采工艺特点
(3)大采高一次采全厚综采适用条件
（十）长壁工作面工艺参数、管理及设计
1、 采煤工作面主要技术参数
(1) 采煤工作面长度确定的影响因素
(2) 采煤工作面连续推进长度确定的影响因素
(3) 采煤机截深
(4) 机采工作面采煤机开机率计算
(5) 采煤工作面生产能力计算
(6) 采煤工作面采出率计算
2、 采煤工作面循环作业
(1) 循环作业方式
(2) 工序安排
(3) 劳动组织
(4) 正规循环作业表的编制
3、 综采工作面主要设备配套
(1) 综采设备的几何尺寸配套要求
(2) 综采设备生产能力配套要求
(3) 综采设备的的服务时间配套要求
4、 特殊条件下的采煤技术措施
(1) 综采面调斜及旋转的条件、方法
(2) 综采工作面遇断层的技术措施
(3) 综采工作面遇陷落柱的技术措施
(4) 综采工作面拆迁方法
(5) 综采工作面安装方法
5、 采煤工艺的选择、应用及发展
(1) 采煤工艺的选择原则
(2) 采煤工艺选择的规定
（十一）单一长壁采煤法

10

1、 走向长壁采煤法
（1）采区巷道布置及生产系统描述
（2）采煤系统分析
区段参数；区段平巷坡度及方向；单双巷布置对比；单面双面布置对比；回采
顺序；回采工作面通风方式
2、 倾斜长壁采煤法
（1） 单一倾斜长壁采煤法带区巷道布置及生产系统描述
（2） 带区参数及巷道布置分析
(3） 倾斜长壁采煤法（俯斜和仰斜）工艺特点
（4） 倾斜长壁采煤法的适用条件
（十二）倾斜分层采煤法
1、 倾斜分层走向长壁采煤法巷道布置及参数
分层方法；开采顺序；巷道布置；采煤方法参数及适用条件
2、 采煤工艺特点
顶分层采煤工艺特点；假顶下采煤工艺特点
3、 倾斜分层下行垮落采煤法的适用条件
（十三）放顶煤长壁采煤法
1、 放顶煤长壁采煤法类型和采煤系统
2、 放顶煤工作面参数。工作面长度及推进长度；循环放煤步距；放煤方式；采放比；
采出率
3、 综采放顶煤工艺过程
4、 综采放顶煤开采的优缺点及适用条件
（十四）柱式体系采煤法
1、 柱式体系采煤工艺
2、 采煤方法特点；房式和房柱式开采的特点
3、 柱式采煤的适用条件及评价
（十五）采煤方法选择及发展
1、 采煤方法选择的依据及原则
2、 采煤方法选择的影响因素
3、 我国采煤方法的发展方向
（十六）急倾斜煤层采煤方法
1、 基本概念。煤层地质特征；开采特点；采煤方法的发展
2、 伪斜走向长壁分段水平密集采煤法
(1) 工作面布置
(2) 采煤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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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缺点及适用条件
3、 伪倾斜柔性掩护支架采煤法
(1) 工作面布置
(2) 采煤工艺
(3) 优缺点及适用条件
4、 水平分层及水平分段放顶煤采煤法
(1) 工作面布置
(2) 采煤工艺
(3) 优缺点及适用条件
三、参考书目
1．《采矿学》，杜计平，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09.2
2.《煤矿开采学》(修订本)，徐永坼，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9.8

研究生复试同等学力加试科目
加试科目 1
[922]理论力学
一、考试要求：
1、 第一章 静力学基本概念和物体受力分析
刚体和力的概念。静力学公理。约束和约束反力。物体的受力分析和受力图。
2、第二章 平面汇交力系及平面力偶系
平面汇交力系合成与平衡的几何法。平面汇交力系合成与平衡的解析法。平面力对
点之矩的概念及计算。平面力偶理论。
3、 第三章
平面任意力系
平面任意力系向作用面内一点简化。平面任意力系的简化结果分析。平面任意力系
的平衡条件和平衡方程。物体系的平衡及静定和静不定问题。
4、 第五章 摩擦
滑动摩擦。最大静摩擦力。，摩擦角和自锁现象。滚动摩擦。考虑摩擦时的平衡问题。
5、 第六章 点的运动学
点的运动描述方法：矢量法。直角坐标法。自然法。
6、 第七章 刚体基本运动
刚体的平动。刚体绕定轴转动。转动刚体内各点的速度和加速度。轮系的传动比。
7、 第八章 点的合成运动
相对运动、牵连运动、绝对运动。点的速度合成定理。牵连运动是平动时的加速度合
成定理。牵连运动是平动时的加速度合成定理、科氏加速度。
8、 第九章 刚体的平面运动
刚体平面运动的概述和运动分解。求平面图形内各点速度的基点法。求平面图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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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点速度的瞬心法。用基点法求平面图形内各点的加速度。运动学综合应用举例。
10、第十一章 质点动力学的基本方程
动力学的基本定律。质点的运动微分方程。质点动力学的两类基本问题。
11、第十二章 动量定理
动量与冲量。动量定理。质心运动定理。
12、第十三章 动量矩定理
质点和质点系的动量矩。动量矩定理。刚体绕定轴转动的微分方程。刚体对轴的转动
惯量。质点系相对与质心的动量矩定理。刚体的平面运动微分方程。
13、第十四章 动能定理
力的功。质点和质点系的动能。动能定理。功率、功率方程、机械效率。势力场、势
能机械能守恒定律。普遍定理的综合应用。
二、考试内容：
1、简单的实际问题（包括工程问题）抽象出理论力学模型。
2、熟悉工程中常见的约束的性质，能根据问题的具体条件从简单的物体系中恰当地选取
分离体，并能正确地画出受力图。
3、 能熟练地计算力的投影和力矩。对力及力偶的性质有深刻的理解。掌握各种力系的简
化方法，熟悉简化结果。能熟练地计算平面任意力系的主矢和主矩。
4、 能应用除空间力系之外的各种力系的平衡条件和平衡方程求解一个或多个物体系的
平衡问题。对平面任意力系问题要求熟练。
5、 理解滑动摩擦的概念和滑动摩擦力的性质，能熟练地求解考虑摩擦的平衡问题。
6、 掌握求平面图形型心的计算问题。
7、 掌握描述点的运动的矢量法、直角坐标法和弧坐标法，能求点的运动轨迹，并能熟练
地求解点的速度和加速度问题。
8、 熟悉刚体平面运动和定轴转动的特征。能熟练地求解定轴转动刚体内各点的速度和加
速度问题。
9、 对运动的相对性有清晰的概念，掌握运动的合成和分解的基本方法，能在具体问题中
恰当地选取动点和动参考系。并能正确地运用点的速度合成定理和加速度合成定理去求解。
10、 熟悉刚体平面运动的特征，能熟练地运用基点法、瞬心法和速度投影定理求解速度
问题。能熟练地应用基点法求解有关加速度问题。对常见平面机构能熟练地进行速度和加速
度分析。
11、能建立点的运动微分方程并能求简单情况下运动微分方程的积分。
12、对力学中各基本物理量和特征参数有清晰的概念，并能熟练地计算（包括平面运动刚
体的动量、动量矩、动能以及功和势能）。
13、熟练地掌握动力学基本定理，并能正确地选择并综合应用这些定理去求解工程中简单
的理论力学问题。
三、参考书目
哈尔滨工业大学编 理论力学（上、下） （第五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工业大学编 理论力学（Ⅰ）
（第六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3

[加试科目]2

矿井通风与安全
一、考试要求：
通过复试了解学生掌握矿井通风的基本理论和通风技术管理以及矿井瓦斯、火灾、水灾、
矿尘等矿山灾害防治理论和技术的基本知识，了解学生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初步能力，为从
事矿井通风安全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考试内容：
第一章

矿井空气

了解矿井空气的主要成分及基本性质和矿井空气中常见有害气体的基本性质及安全浓度
标准，理解矿井气候条件及衡量指标。
第二章 矿井空气流动基本理论
正确理解空气的主要物理性质、风流能量与压力，掌握点压力及其相互关系、通风能量
方程及其在矿井通风中的应用。
第三章 矿井通风阻力
了解摩擦阻力和局部阻力产生的原因，理解摩擦阻力系数和风阻的测算方法，掌握摩擦
阻力和局部阻力、矿井总风阻与等积孔的计算方法。理解降低矿井通风阻力的各种措施。
第四章 矿井通风动力
理解自然风压及其计算方法，了解矿用主要通风机的类型、构造及附属装置的作用，掌
握通风机的工作参数、特性曲线、工况点及合理工作范围、通风设备的选型方法步骤。理解
通风机的联合运转特性。
第五章 矿井通风风量调节与系统分析
理解矿井通风网络图及其矩阵表示，掌握风压、风量平衡定律及简单网络的特性。了解
矿井风量调节常用方法，了解单角联通风网络中角联分支风向的判别公式。
第六章 局部通风
了解局部通风方法、局部通风设备及其选型、局部通风技术管理及安全技术装备系列化
内容，理解局部通风需风量计算，掌握局部通风的设计方法。
第七章 矿井通风设计与能力核定
了解矿井通风系统的类型及适用条件，理解采区通风系统及构筑物，掌握矿井通风设计
的内容、方法与步骤。了解通风能力核定的方法,步骤。
第八章 矿井空气调节概论
了解矿井主要热源，了解矿井降温的一般技术措施及矿井空调系统的基本类型。
第九章 矿井瓦斯
了解矿井瓦斯的成因与赋存、影响瓦斯含量的因素、矿井瓦斯涌出及影响因素，理解矿
井瓦斯等级划分、瓦斯涌出量预测方法。了解煤与瓦斯突出的一般规律及防治措施，掌握瓦
斯爆炸发生的条件及预防瓦斯爆炸的措施。了解矿井瓦斯抽放技术。
第十章 火灾防治
了解外因火灾的防治对策及技术措施，理解煤炭自燃条件及影响因素，掌握煤的自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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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其特点和火灾预测预报方法。了解灌浆、均压、惰气、阻化等防灭火技术措施，理解矿
井火灾灾变时风流控制与火灾事故处理方法。
第十一章

矿尘防治

了解矿尘的产生、分类、性质及其危害和矿山尘肺病，理解煤尘爆炸机理、条件、影响
因素及防止和隔绝煤尘爆炸的措施。了解矿山综合防尘技术措施。
第十二章

矿山防水

了解矿山地面及井下防治水的常用技术措施，理解井下探放水的有关规定与方法，了解
矿井水灾事故的处理措施。
第十三章

矿山救护

了解矿山救护队的组织与任务及常用技术装备，理解矿工自救设施与设备及使用方法。
了解对中毒、窒息、外伤、溺水、触电者的现场急救措施和方法。

三、参考书目
[1] 张国枢等，《通风安全学》
（第二版），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1
[2] 王德明等，《矿井通风与安全》，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7
[3] 赵以蕙等，《矿井通风与空气调节》，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0
[4] 王省身等，《矿井灾害防治理论与技术》，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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