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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的煤矿回采巷道长度占比最大,而巷道在煤矿过程中会受到各方应力的影响,加上许
多企业出于对经济成本的考虑而导致在回采巷道支护方面存在较大的不足,必须加强复支护设计水平
的有效提升,提高回采工作面的安全,才能确保煤矿开采效益最大化。基于此,文章对煤矿回采巷道支护
设计及其相关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希望能够为相关企业的煤矿开采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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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length of coal mining roadway accounts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in China, and the
roadway will be affected by various stresses in the coal mining process. In addition, many enterprises have great
deficiencies in the support of mining roadway due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economic cos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the design level of complex support and improve the safety
of the working face, so as to ensure the maximum benefit of coal mining.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supporting design of the coal mine recovery roadway, hoping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oal mining of relat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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