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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复杂网络的内河船舶碰撞事故致因分析 郑霞忠，柯善钢，陈　星，邵　波，王　硕，赵金山（２１１）
!!!!!!!!!!!

考虑驾驶方式的车辆与航空器交叉冲突评估 康　瑞，杨　凯（２１８）
!!!!!!!!!!!!!!!!!!!!!!!!!

基于电涡流效应的钢质体应变实时检测技术研究 季舒安，金卫良，金　英，林　正，王　森，李　青（２２４）
!!!!!!!!!

微穿孔板吸声结构设计参数研究进展 冯　涛，李佳琪，王　晶，王余华，黄志刚（２３１）
!!!!!!!!!!!!!!!!!

　信息与动态　
“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首次协调人会议举行 （１２）

!!!!!!!!!!!!!!!!!!!!

周福宝院长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７７）
!!!!!!!!!!!!!!!!!!!!!!!!!!!!!!

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呼吸防护装备分技术委员会 ２０２２年年会顺利召开 （８４）
!!!!!!!!!!!!!

中国安科院承担的剑南春酒厂安全生产综合诊断评估项目正式启动 （１０５）
!!!!!!!!!!!!!!!!!!!!!

王祥喜在全国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

会大局稳定 （１２０）
!!!!!!!!!!!!!!!!!!!!!!!!!!!!!!!!!!!!!!!!!!!!!

中国安科院编写的《全民应急避险科普丛书》入选科技部 ２０２２年度全国优秀科普作品 （１３５）
!!!!!!!!!!!!!!

应急管理部指导贵州建立执行抢险救灾任务车辆免费快速通行协同保障机制 （１５８）
!!!!!!!!!!!!!!!!!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１１－５３３５／ＴＢ１９８１ｂＡ４２３８ｚｈＰ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３２２０２３－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ｏｒｋｓ　
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ｃｒｏｗｄｇｕｉｄｅｄ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ｐａｎｉｃｅｆｆｅｃｔ

ＳＵＮＨａｉ，ＨＵＡＮＧＧｅｇｅ，ＪＩＡＮＧＨｕｉ，ＬＩＵＺｈｉ，ＬＵＢａｎｇｈｕａ，ＲＵＡＮＸｕｅｊｉｎｇ（５）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ｎｅｗｓ
ＮＩＵＦｅｉ，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ｏｂｏ，ＬＩＵＮａｎ，ＺＨＯＮＧＷｅｉｑｉ，ＹＡＮＧＤｅｗｅｉ，ＹＥＸｉｎｌａｎ，ＭＥＩＸｉｎ（１３）

!!!!!!!!!!!!!!!!!!!!!!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ｒｏａ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ｕｎｄｅｒｌｏｃａｌｆｌｏｏ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ＨＯＮＧＦａｎ，ＬＩＹｉ（２０）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ｐａｔｈ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ｓａｆｅｔ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ｃｏ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ＣＨＥＮＨａｎ，ＬＩＪｉｚｕ（２７）
!!!!!!

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ｓｔｓ Ｗ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ｕｎ，ＸＵＭｉｎｇ，ＷＥＩＬｉｊｕｎ（３４）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ＶＯＳＬ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ＣＯＶＩＤ－１９ ＺＨＡＮＧＹｕ，ＲＥＮＹｕｑｉａｏ，ＣＥＮＫａｎｇ（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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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ｍｅｒ
ｇｅｎｃ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ｉｅ，ＸＩＮＧＸｉａｏｌｕ，ＳＯＮＧＢｉｎｇｘｕｅ（４７）

!!!!!!!!!!!!!!!!!!!!!!!!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ｆｉｌｌｉｎｇｂｏｄｙｉｎｎｏ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ｗａｌｌｓｔｏｐｅ ＸＩＥＸｕｅｂｉ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ｎ（５５）

!!!!!

Ｓｔｕｄｙｏｎ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ｄｄｅｎ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ｒｏａｄｗａｙ
ＷＡＮＧＹｕ，ＬＩＵＪｉａｎ，ＨＵＡＮＧＨａｎｙｉ，ＷＡＮＧＤｏｎｇ（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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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ａｉｌｉｎｇｓｄａｍｂｒｅａｋ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ＤＥＭ －ＰＤｙｎａ
ＦＵＢｏｔａｏ，ＬＩＧ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ＷＥＩＪｉｅ，ＣＨＵＹａｎｙｕ（７１）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ｏｎｐｈａｓｅｃｈａｎｇｅｈｅａｔ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ｏｆｐｏｒｏｕｓｍｅｄｉａｉｎ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ｉｎｅ
ＧＵＯＫａｉｙａｎ，ＷＡＮＧＹｉ，ＷＡＮＧＹａｎｇ（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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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ｏｒｏｎａ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ｃｙｃｌｏｎｅｗａｔｅｒｆｉｌｍｄｕｓｔｒｅｍｏｖ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ＰＥＮＧＪｉ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Ｚｕｙｕｎ，ＧＵＯＪｉａｆｅｎ，ＬＩＵＬｉｘｉｎ，ＨＥＣｈｕｎｈｏｎｇ，ＷＡＮＧＳｈｉｂｉｎ，ＤＵ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ＲＡＯＺｈｅｎｂｉａｏ（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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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ｕｌｓ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ｍｅｔａｌｆｉｌｔｅｒｅｌ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１～１０ｍ
ＺＨＯＮＧＹｉｑｉ，ＬＩＹａｏ，ＬＩＪｉａｎｌｏｎｇ，ＸＩＥＷｅｎｊｕｎ，ＷＵＱｕａｎｑｕａｎ，ＭＡＺｈｉｆｅｉ，ＷＵＤａｉｓｈｅ（９２）

!!!!!!!!!!!!!!!!!!

!!!!!!!!!!!!!!!!!!!

Ｓｔｕｄｙｏｎ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ｇｒｏｕｐ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ｏｆｓａｆｅ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ｏｐｅｎｐｉｔｍｉｎｅ
ＬＡＮＧＬｉｕｓｈｅｎｇ，ＬＩＵＪｕａｎ，ＴＡＮＱｉｎｗｅｎ，ＧＯＮＧＰｅｎｇｙｉ（９９）

!!!!!!!!!!!!!!!

!!!!!!!!!!!!!!!!!!!!!!!!!!!!!!!

Ｓｔｕｄｙ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ｕｎｓａｆ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ｐｒｅｊｏｂ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ｉｎ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ｔａｋｉｎｇＨｏｎｇｌｉｕｌｉｎＣｏａｌＭｉｎｅａｓｅｘａｍｐｌｅ
ＬＩＧｕｏｗｅｉ，ＴＩＡＮ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１０６）

!

!!!!!!!!!!!!!!!!!!!!!!!!!!!!!!!!!!!!!!!!!

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ｈｉｇｈｇｒｏｕ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ｕｎｎｅｌ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ａｎｄｂｕｒｉｅｄｄｅｐｔ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ＨＯＵＳｈｅｎｇｊｕｎ，ＣＨＥＮＱｕａｎｓｈｅｎｇ，ＴＡＮＧＷｅｉｙｕ，Ｊ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ｃ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１１４）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ａｎｄｓｐａｔｉ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ｌｌｏｗｂｕｒｉｅｄｔｕｎｎｅｌｕｎｄｅｒｐａｓｓｉｎｇｕｌｔｒａｃｌｏｓｅｄｅｎｓｅ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ｓ ＭＥＮＧＧｕｏｗａｎｇ，ＢＡＩＧｕｏｆｅｉ，ＷＵＢｏ，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ＮＴａｏ，ＱＩＮＪｕｎ（１２１）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ｆｉｒｅｓｍｏｋｅｄｅｓｃｅｎｔ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ｎ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ｘｔｒａｌｏｎｇｈｉｇｈｗａｙｔｕｎｎｅｌ
ＲＯＮＧＸｉａｎ，ＸＵＪｉａｊｉｅ，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ｙｕ，ＹＵＥＬｉｎｇｆｅｎｇ，ＪＩＡＸｉａｎｚｈｕｏ，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ｗｅｉ（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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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ａｔＢｏｏｓ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ｅｌｌｂｏｒ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ＩＨｕａｙａｎｇ，ＴＡＮＱｉａｎｇ，ＺＨＵＳｈｉｊｉｅ，ＤＥＮＧＪｉｎ’ｇｅｎ，ＹＡＮＫｅ，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ｙｕｅ，ＹＵＨａｉｂｉｎｇ（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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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ｄｅｓｉｇｎｆｏｒ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ｗｅｌｌｓ
ＳＨＩＪｕｎｌｉｎ，Ｌ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Ｄ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ＳＨＩＴａｉｈｅ，ＧＵＴｉａｎｐｉｎｇ（１４３）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ｒｉｓｋｏｆ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ｎ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ｓ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ｃｅ
ｎａｒｉｏ ＨＵＴｉｎｇｔｉｎｇ，ＬＩＵＧａｎｇ，ＭＡＤｏｎｇｈｕｉ，ＷＡＮＧＷｅｉ（１５２）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ｇａｓｌｅａｋａｇｅ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ｉ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ｎｄｉｔｓ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ＺＨＯＵＮａｎ，ＣＨＥＮＧＧｕｉｍｉｎ，ＰＡＮＹａｎｈｕｉ，ＬＩＨｏｎｇｙｕ，ＸＩＥＹｏｎｇｘｕ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ｐｅｎｇ（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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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ｂｉｃｙｃｌｅｓｉｎｅｌｅｖａ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ＳＤ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ＵＡＮＧＰｅｎｇ，ＦＡＮＧＺｈｉｍｉｎｇ，ＺＨＵＭａｎ，ＨＵ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ｙｉ，ＹＥＲｕｉ，ＬＩＵＹｏｎｇｑｉ（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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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ａｂｌｅｆｉｒｅ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ｂｙｓ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ｇｉｎｕｔｉｌｉｔｙｔｕｎｎｅｌ
ＺＨＡＮＧＹｉｎｇｚｈｅ，ＨＥＬｉｈｕｉ，ＲＥＮＦｅｉ，ＬＩＪｉａｎ（１７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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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ｕ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ｌ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ｓｈｉｐ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ｎｅｔｗｏｒｋ
ＺＨＥＮＧＸｉａｚｈｏｎｇ，ＫＥＳｈａｎｇａ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ｎｇ，ＳＨＡＯＢｏ，ＷＡＮＧＳｈｕｏ，ＺＨＡＯＪｉｎｓｈａｎ（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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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Ｓｈｕ’ａｎ，ＪＩＮＷｅｉｌｉａｎｇ，ＪＩＮＹｉｎｇ，ＬＩＮＺ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Ｓｅｎ，ＬＩＱｉｎｇ（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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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ｄｅｓｉｇ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ｅｄｐｌａｔｅｓｏｕｎｄ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ＥＮＧＴａｏ，ＬＩＪｉａｑｉ，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ＷＡＮＧＹｕｈｕａ，ＨＵＡＮＧＺｈｉｇａｎｇ（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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