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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煤矿冲击地压是指煤矿发生的剧烈的、灾难性的破坏,是煤矿井下严重的安全隐患。煤矿冲击
地压问题引起了地质学者的广泛研究兴趣。本文结合目前的冲击地压形式,提出了冲击地压控制策略和
管理的基本框架,包括冲击地压预防控制和减轻控制、管理方案制定和冲击地压管理三个关键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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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Rock Burst in Coal Mine
Yike Lv Xinyue Kang
School of Environment, Liaoning University
[Abstract] Rock burst in coal mine refers to the violent and catastrophic damage in coal mine, which is a serious
potential safety hazard in coal mine. The problem of rock burst in coal mine has aroused extensive research
interest of geologist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form of rock burs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basic
framework of rock burst control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including three key stages: rock burst prevention
control and mitigation control, management scheme formulation and rock burst management.
[Key words] rock burst; control strategy; risk reduction; management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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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冲击地压事故的潜在能源及其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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