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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煤矿巷道贯通测量技术的分析和该技术精度控制的应用方法,研究介绍巷道贯通
测量技术的基本使用要求,对该技术的应用进行详细的阐述,提出了关于该技术贯通测量精度进一步提
高的措施,通过对煤矿巷道贯通测量技术和精度控制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促进煤矿开采工程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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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precision control of coal mine roadway penetration
Yongjiang Hu
Jiangjiahe coal mine of Shaanxi Huabin Coal Industry Co., Ltd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oal mine roadway penetration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the application
method of accuracy control of this technology, this paper studies and introduces the basic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of roadway penetration measurement technology, expound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in
detail, and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enetration measurement accuracy of this
technology.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coal mine roadway penetration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accuracy
control, Further promot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coal min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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