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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专利涉及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
取样应力保真装置及方法，
它包括钻头，
所述钻
头的顶部设置有用于切割岩体的锯齿；
所述钻头
安装在钻孔机的头部，
所述钻孔机内部贯穿设置
有螺纹杆，
所述钻孔机内部设置有用于切割岩体
的高强度刀片，
所述钻孔机的内部安装有贯穿高
强度刀片的转动杆；
所述钻孔机的内部并贯穿钻
头的位置安装有钢杆，
所述钢杆的另一端头安装
有第一弹簧 ，所述第一弹簧的 另一端连接有球
体，
所述球体的另一端与锯齿槽的凸起部分接触
配合，
所述锯齿槽的两端分别均匀布置有第二弹
簧 ，所述第二弹簧的 另一端与固定挡板接触配
合。该装置通过特制钻孔机配合内部刀片取出处
于高地应力状态下应力保真的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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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
其特征在于：
它包括钻头（1），
所述钻
头（1）的顶部设置有用于切割岩体的锯齿（11）；
所述钻头（1）安装在钻孔机的头部，
所述钻
孔机内部贯穿设置有螺纹杆（2），
所述钻孔机内部设置有用于切割岩体的高强度刀片（3），
所述钻孔机的内部安装有贯穿高强度刀片（3）的转动杆（4）；
所述钻孔机的内部并贯穿钻头
（1）的位置安装有钢杆（5），
所述钢杆（5）的另一端头安装有第一弹簧（6），
所述第一弹簧（6）
的另一端连接有球体（7），
所述球体（7）的另一端与锯齿槽（8）的凸起部分接触配合，
所述锯
齿槽（8）的两端分别均匀布置有第二弹簧（9），
所述第二弹簧（9）的另一端与固定挡板（10）
接触配合。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钻头（1）采用拼装结构组合而成，
而且能够拆卸；
所述钻头（1）具有一定厚度。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钻头（1）侧壁设置有螺纹孔，
所述螺纹孔与螺纹杆（2）构成螺纹连接，
并将钻头（1）可拆卸
固定在钻机头上。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钻孔机内部用于切割岩体的高强度刀片（3）的形状为矩形，
其长度等于钻孔机内径的一
半，
宽度小于钻孔机的环宽。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钢杆（5）的顶端直径大于中间部位的直径。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锯齿槽（8）两端凸起部分等距，
且初始凸起部分内径小于球体（7）的直径。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
述第二弹簧（9）采用多种不同强度，
并对钢杆（5）产生压力。
8 .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的使用方
法，
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Step1：
在山体上选取一块较为平整的临空面，
选取的面积要大于即将取出岩体的面
积，
用切割机将选取面积的表层受风化的岩石切掉使内部的岩石显露出来；
Step2：
用钻孔机向岩体深部开始钻孔，
钻孔的同时，
贯穿于钻孔机钻头的钢杆（5）抵住
钻孔机钻头钻入的岩体，
防止钻孔过程中因钻进过程中差异卸荷回弹而造成岩芯饼化的现
象；
Step3：
由和球体（7）相连的第一弹簧（6）抵住钻孔机末端的钢杆（5），
球体（7）和锯齿槽
（8）凸起部分相互作用，
钻孔过程中随着力的增大，
锯齿槽（8）两侧的第二弹簧（9）会被压
缩，
凸起部分之间距离增大，
当力大于一个阀值的时候，
凸起部分的距离恰好大于球体（7）
的直径，
球体会滑入锯齿槽（8）的下一个凸起部分之间，
依次往下，
直到钻孔机将岩样整个
钻进去为止；
Step4：
钻孔结束之后停止钻孔，
通过旋转钻孔机侧壁连接刀片的转动杆（4）带动刀片
（3）对岩体进行切割；
Step5：
从岩体中取出钻孔机，
置于平面上，
抽出放置于钻孔机中间实心部分的孔洞中
两根强度极大的螺纹杆（2），
通过对钻孔机每个部分的拆卸，
来取出所需要的应力保真的岩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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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及方法，
属于岩体钻孔取
样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地球表面和地下浅部资源的日益减少，
进入地下深部开采已成为国内外矿产
资源开采的必然趋势。在深部开采工程中产生的岩石力学问题是目前国内外采矿及岩石力
学界研究的焦点，
如何解决在深部开采中出现的岩芯饼化现象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高难度课
题。
因此，
着手研究如何解决在深部开采中防止出现岩芯饼化现象已势在必行。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
及方法，
该装置通过特制钻孔机配合内部刀片取出处于高地应力状态下应力保真的岩体。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出以下技术方案：
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
它包括钻头，
所述钻头的顶部设置有用于切割岩体的锯齿；
所述钻头安装
样应力保真装置，
在钻孔机的头部，
所述钻孔机内部贯穿设置有螺纹杆，
所述钻孔机内部设置有用于切割岩
体的高强度刀片，
所述钻孔机的内部安装有贯穿高强度刀片的转动杆；
所述钻孔机的内部
并贯穿钻头的位置安装有钢杆，
所述钢杆的另一端头安装有第一弹簧，
所述第一弹簧的另
一端连接有球体，
所述球体的另一端与锯齿槽的凸起部分接触配合，
所述锯齿槽的两端分
别均匀布置有第二弹簧，
所述第二弹簧的另一端与固定挡板接触配合。
[0005] 所述钻头采用拼装结构组合而成，
而且能够拆卸；
所述钻头具有一定厚度。
[0006] 所述钻头侧壁设置有螺纹孔，
所述螺纹孔与螺纹杆构成螺纹连接，
并将钻头可拆
卸固定在钻机头上。
[0007] 所述钻孔机内部用于切割岩体的高强度刀片的形状为矩形，
其长度等于钻孔机内
径的一半，
宽度小于钻孔机的环宽。
[0008] 所述钢杆的顶端直径大于中间部位的直径。
[0009] 所述锯齿槽两端凸起部分等距，
且初始凸起部分内径小于球体的直径。
[0010] 所述第二弹簧采用多种不同强度，
并对钢杆产生压力。
[0011] 任意一项所述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的使用方法，
其特征在
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0012] Step1：
在山体上选取一块较为平整的临空面，
选取的面积要大于即将取出岩体的
面积，
用切割机将选取面积的表层受风化的岩石切掉使内部的岩石显露出来；
[0013] Step2：
用钻孔机向岩体深部开始钻孔，
钻孔的同时，
贯穿于钻孔机钻头的钢杆抵
住钻孔机钻头钻入的岩体，
防止钻孔过程中因钻进过程中差异卸荷回弹而造成岩芯饼化的
现象；
[0014] Step3：
由和球体相连的第一弹簧抵住钻孔机末端的钢杆，
球体和锯齿槽凸起部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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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
钻孔过程中随着力的增大，
锯齿槽两侧的第二弹簧会被压缩，
凸起部分之间距离
增大，
当力大于一个阀值的时候，
凸起部分的距离恰好大于球体的直径，
球体会滑入锯齿槽
的下一个凸起部分之间，
依次往下，
直到钻孔机将岩样整个钻进去为止；
[0015] Step4：
钻孔结束之后停止钻孔，
通过旋转钻孔机侧壁连接刀片的转动杆带动刀片
对岩体进行切割；
[0016] Step5：
从岩体中取出钻孔机，
置于平面上，
抽出放置于钻孔机中间实心部分的孔
洞中两根强度极大的螺纹杆，
通过对钻孔机每个部分的拆卸，
来取出所需要的应力保真的
岩体。
[0017] 本发明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8] 1、
本发明一定厚度的钻头是由多个部分拼装而成，
可进行有效的拼装和拆卸，
并
且可以根据取样需求选择多个分钻头进行拼接。
[0019] 2、
本发明两根强度极大的螺纹杆贯穿于钻孔机钻头侧壁的孔洞中，
螺纹杆通过钻
头侧壁的螺纹旋转进入，
可以固定住所有的钻头，
使在钻孔过程中内钻与外钻可以保持同
步转动。
方便后期拆卸钻孔机，
取出我们所需岩体的部分。
[0020] 3、
本发明钻孔机内部用于切割岩体的刀片强度极大，
不会因为切割岩体而发生刀
片破损的情况。
[0021] 4、
本发明刀片固定在贯穿钻孔机钻头侧壁的的钢杆上，
可通过旋转钢杆带动刀片
对岩石进行切割。
[0022] 5、
本发明所述的钻孔机内部用于切割岩体的高强度刀片安装在钻孔机的拆卸部
分的位置，
首尾两端拆卸面安装有一组两个相对着的刀片，
中间拆卸面安装有两组两个相
不会发生相对滑动，
钻头两端的刀片可
对着的刀片。而且首端和中间部分的刀片距离固定，
以给钻头内部的岩体侧限，
防止岩体发生岩芯饼化。
[0023] 6、
本发明钻孔机的两端和中间可拆卸位置设有凹槽，用于放置刀片。高强度刀片
的形状为矩形，
其长度等于钻孔机内径的一半，
宽度小于钻孔机的环宽，
确保两个刀片进行
切割时能将中间的岩体完全切下。
[0024] 7、
本发明所述的钻孔机内部用于切割岩体的高强度刀片安装时将其一端的中点
进行固定，
通过旋转钢杆切割岩体，
操作简单方便。
[0025] 8、
本发明所述的一根贯穿钻孔机钻头的钢杆的顶端部分比中间部分要粗，
顶端部
分直径略小于钻孔机内圆的直径，用于抵住钻孔机中钻入的岩石，
确保钢杆能抵住岩体且
不会因为钢杆面积较小使岩体压强过大造成岩体破碎的现象。
[0026] 9、
本发明球体和特制锯齿槽刚度极大，
不会在相互作用中产生变形。
[0027] 10、
本发明锯齿槽两侧均匀布置的弹簧在不同条件下取样时可采用不同规格的弹
簧，
保证钻头中间钢杆施加的压力可调。
[0028] 11、
本发明特制的锯齿槽会通过两侧弹簧的压缩从而给钢杆一个固定的压力。
[0029] 12、
本发明特制的锯齿槽凸起部分的距离小于球体的直径，
在相互作用时随着力
的增大，
锯齿槽两侧的弹簧会被压缩，
凸起部分之间距离增大，
当力大于一个阀值的时候，
凸起部分的距离恰好大于球体的直径，
球体会滑入锯齿槽的下一个凸起部分之间，
可以给
钢杆提供一个固定的压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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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1] 图1本发明装置整体结构如图。
[0032] 图2本发明装置整体结构剖视图。
[0033] 图3本发明钻孔机钻头细部结构图。
[0034] 图中：
钻头1、
螺纹杆2、
高强度刀片3、
转动杆4、钢杆5、第一弹簧6、
球体7、
锯齿槽8、
第二弹簧9、
固定挡板10、
锯齿11。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6] 实施例1：
[0037] 如图1‑3，
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
它包括钻头1，
所述钻头1
的顶部设置有用于切割岩体的锯齿11；
所述钻头1安装在钻孔机的头部，
所述钻孔机内部贯
穿设置有螺纹杆2，
所述钻孔机内部设置有用于切割岩体的高强度刀片3，
所述钻孔机的内
部安装有贯穿高强度刀片3的转动杆4；
所述钻孔机的内部并贯穿钻头1的位置安装有钢杆
5，
所述钢杆5的另一端头安装有第一弹簧6，
所述第一弹簧6的另一端连接有球体7，
所述球
体7的另一端与锯齿槽8的凸起部分接触配合，
所述锯齿槽8的两端分别均匀布置有第二弹
簧9，
所述第二弹簧9的另一端与固定挡板10接触配合。本发明涉及到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
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及方法就是通过特制钻孔机在高地应力下向岩体钻孔，
用一贯穿钻
孔机钻头的钢杆的顶端较粗部分抵住钻孔机中的岩体，
钻孔过程中钻头向岩体内部打入，
同时钻头里的岩体会给钢杆压力，
钢杆在受力后通过高强弹簧将力传给球体，
球体抵在两
个特制的刚度极大的锯齿槽的凸起部分之间给锯齿槽一个向外的力，
锯齿槽两端的弹簧给
锯齿槽向内的力，
锯齿槽两端的弹簧会逐渐压缩，
锯齿槽凸起部分之间的距离会逐渐增大，
当球体给和锯齿槽的力达到了一定的阀值，
锯齿槽之间的距离会大于球体直径，
球体会滑
入下一个锯齿槽的凸起部分中，
依次往下，
锯齿槽可依次给钢杆一个固定的压力，
最后通过
钻孔机内部的高强度刀片对钻孔机内部的岩体进行切割、取样。可以有效解决现有技术中
对于在高地应力下钻孔过程中因钻进过程中差异卸荷回弹而造成岩芯饼化的现象等力学
问题。
[0038] 进一步的，
所述钻头1采用拼装结构组合而成，
而且能够拆卸；
所述钻头1具有一定
厚度。
可进行有效的拼装和拆卸。
[0039] 进一步的，
所述钻头1侧壁设置有螺纹孔，
所述螺纹孔与螺纹杆2构成螺纹连接，
并
将钻头1可拆卸固定在钻机头上。所述的两根强度极大的贯穿于钻孔机内部的螺纹杆2放置
于钻孔机钻头侧壁的孔洞中，
螺纹杆通过孔洞中的螺纹旋转进入，
可以固定住所有的钻头，
同时方便后期拆卸钻孔机钻头1，
取出我们所
使在钻孔过程中所有钻头可以保持同步转动。
需岩体的部分。
[0040] 进一步的，
所述钻孔机内部用于切割岩体的高强度刀片3的形状为矩形，
其长度等
于钻孔机内径的一半，
宽度小于钻孔机的环宽。
高强度刀片3安装时将其一端的中点进行固
定。
[0041] 进一步的，
所述钢杆5的顶端直径大于中间部位的直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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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
所述锯齿槽8两端凸起部分等距，
且初始凸起部分内径小于球体7的直

径。
[0043]

进一步的，
所述第二弹簧9采用多种不同强度，
并对钢杆5产生压力。所述的均匀布
置的弹簧9与锯齿槽8的两端与相连，
在不同高地应力条件下可通过选取不同强度的弹簧9
从而可以选择钻头中钢杆5施加的压力。
[0044] 实施例2：
[0045] 任意一项所述一种高地应力下岩体钻孔取样应力保真装置的使用方法，
其特征在
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0046] Step1：
在山体上选取一块较为平整的临空面，
选取的面积要大于即将取出岩体的
面积，
用切割机将选取面积的表层受风化的岩石切掉使内部的岩石显露出来；
[0047] Step2：
用钻孔机向岩体深部开始钻孔，
钻孔的同时，
贯穿于钻孔机钻头的钢杆5抵
住钻孔机钻头钻入的岩体，
防止钻孔过程中因钻进过程中差异卸荷回弹而造成岩芯饼化的
现象；
[0048] Step3：
由和球体7相连的第一弹簧6抵住钻孔机末端的钢杆5，
球体7和锯齿槽8凸
起部分相互作用，
钻孔过程中随着力的增大，
锯齿槽8两侧的第二弹簧9会被压缩，
凸起部分
之间距离增大，
当力大于一个阀值的时候，
凸起部分的距离恰好大于球体7的直径，
球体会
滑入锯齿槽8的下一个凸起部分之间，
依次往下，
直到钻孔机将岩样整个钻进去为止；
[0049] Step4：
钻孔结束之后停止钻孔，
通过旋转钻孔机侧壁连接刀片的转动杆4带动刀
片3对岩体进行切割；
[0050] Step5：
从岩体中取出钻孔机，
置于平面上，
抽出放置于钻孔机中间实心部分的孔
洞中两根强度极大的螺纹杆2，
通过对钻孔机每个部分的拆卸，
来取出所需要的应力保真的
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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