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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

钻机及其使用方法。钻机为使用伸缩钻杆的钻

机、集束潜孔锤和动力源组成。动力源驱动集束

潜孔锤，排渣为泥浆循环方式，泥浆护壁防止覆

盖层塌孔，不用护筒跟进，伸缩钻杆自动提升和

下放钻头，功效超高。本发明克服了现有技术潜

孔锤钻机空气正循环排渣容易塌孔，必须护筒跟

进，地质要求苛刻的缺点，具有泥浆护壁功能，不

需要护筒跟进，伸缩钻杆配合潜孔锤钻孔，高度

自动化，硬岩钻进速度超快，综合成本超低，能施

工超深覆盖层的超大直径入岩桩孔优点。本发明

还公开了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的使

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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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集束潜孔锤(1)、

桩架(2)、动力头(3)、钻杆(4)、排浆管(5)、动力管线和排气管(6)、钢丝绳(7)、钻杆接头

(8)、钻机(9)；

钻杆(4)为多层伸缩钻杆；

桩架(2)上的动力头(3)上悬挂钻杆(4)的最外层钻杆；动力头(3)驱动钻杆(4)，带动集

束潜孔锤(1)旋转；

钻杆接头(8)安装在钻杆(4)和集束潜孔锤(1)之间；

钢丝绳(7)穿过钻杆(4)，固定在钻杆(4)和集束潜孔锤(1)之间的钻杆接头(8)内的旋

转支承上；

排浆管(5)从钻杆(4)上不敞口进入，穿过钻杆(4)、钻杆接头(8)与集束潜孔锤(1)的排

浆管连接；

动力管线和排气管(6)进入钻杆(4)，穿过钻杆接头(8)与集束潜孔锤(1)的动力管线和

排气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

钻机(9)为各种使用伸缩钻杆的钻机或者为履带吊机简单改制的钻机，履带吊机改制钻机

结构包括履带吊机、桩架(2)、动力头(3)，桩架(2)具有钻具对中功能。

3.根据权利要求1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及其使用方

法，其特征在于：集束潜孔锤(1)上的每个单体潜孔锤有封闭的外套，收集潜孔锤全部排气

排入集束潜孔锤(1)内部排气通道，经动力管线和排气管(6)排入大气，潜孔锤底部无排气

孔，潜孔锤排气不会泄入桩孔中泥浆内，集束潜孔锤(1)中有泥浆吸渣管。

4.根据权利要求1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及其使用方

法，其特征在于：钢丝绳(7)固定在钻杆接头(8)内部的旋转支承上，钢丝绳可以自由旋转，

收放钢丝绳(7)使钻杆(4)伸缩；排浆管(5)为软管，穿过钻杆(4)，通过过钻杆接头(8)，与集

束潜孔锤(1)上的排浆管连接；动力管线和排气管(6)为软管或线缆，穿过钻杆(4)，通过钻

杆接头(8)，与集束潜孔锤(1)上的动力管线、排气管连接；排浆管(5)、动力管线和排气管

(6)与钻杆(4)之间没有联结，可以在钻杆(4)内自由旋转和相对运动。

5.根据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及其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用泥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在有覆盖层地质钻孔过程中，采用泥浆护壁方法保护孔壁稳

定，不需要护筒跟进。

6.根据权利要求1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的使用方

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装配；

将动力管线和排气管(6)、钢丝绳(7)与钻杆接头(8)内的管线接头、钢丝绳旋转支承连

接，动力管线和排气管(6)另一端与动力源联通；

将钻杆(4)与钻杆接头(8)、集束潜孔锤(1)连接；

将排浆管(5)与地面泥浆处理系统联通；

步骤二：起吊；

钢丝绳(7)悬吊钻杆及其他钻具至钻孔工位；

步骤三：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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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动力头(3)驱动集束潜孔锤(1)在360度左右往复摆动旋转；

启动动力源，使集束潜孔锤(1)冲击凿岩，在集束潜孔锤(1)内的吸渣管内注入高压空

气，形成泥浆气举反循环，经排浆管(5)排出钻渣，实现潜孔锤对岩土钻进；处理后的优质泥

浆回注到钻孔内实现泥浆护壁，在覆盖层地质钻孔过程中不用护筒跟进；

同步下放钢丝绳(7)、排浆管(5)、动力管线和排气管(6)，使钻杆(4)随钻进下放，直至

钻孔完成。

7.根据权利要求6中要求所述的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使用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步骤三中，当钻孔为有水湿孔时，将高压空气注入集束潜孔锤(1)中吸渣管内，形成泥

浆气举反循环排渣；

在钻孔为无水干孔时，在集束潜孔锤(1)的吸渣管内安装空气射吸装置，注入高压空

气，形成空气反循环清渣；

在钻孔为开钻浅孔时，在集束潜孔锤(1)的吸渣管内安装空气射吸装置，注入高压空

气，形成泥浆反循环或空气反循环清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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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潜集束孔锤钻机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是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

锤钻机。本发明还公开了所述的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的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潜孔锤钻进效率高速度快，但是现有行走式潜孔锤钻机排渣为空气循环，空气冲

刷孔壁造成塌孔，没有泥浆护壁功能，必须护筒跟进，大多数钻孔工程覆盖层很深，护筒跟

进难度很大，速度慢成本高，钻杆为分节钻杆，需要人工安装拆除，降低了综合施工速度，大

大增加了施工成本，现有潜孔锤钻机技术存在无法施工深覆盖层入岩钻孔桩的缺点，适应

地质条件严苛，无法大面积普遍推广。

[0003] 因此，现亟需开发一种设备制造费用小，钻孔直径大，不用护筒跟进，施工速度快

成本低，能施工大直径超深覆盖层入岩钻孔桩的具有伸缩钻杆功能、泥浆循环泥浆护壁功

能的潜孔锤钻机。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是为了提供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为一种地基岩土

钻井机械，本发明设备能施工大直径超深覆盖层入岩钻孔，克服了现有潜孔锤钻机不能泥

浆护壁，全护筒跟进成本高，不能施工超深覆盖层入岩钻孔桩的缺点。

[0005]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是为了提供所述的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的使用方

法，设备造价低，施工速度快、成本低。

[0006] 为了实现上述本发明的第一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

孔锤钻机，其特征在于：包括集束潜孔锤、桩架、动力头、钻杆、排浆管、动力管线和排气管、

钢丝绳、钻杆接头、钻机；

[0007] 所述钻杆为多层伸缩钻杆，所述桩架上的所述动力头上悬挂所述钻杆的最外层钻

杆，所述动力头驱动所述钻杆的最外层钻杆，带动所述集束潜孔锤旋转；

[0008] 所述钻杆接头连接在所述钻杆与所述集束潜孔锤之间；

[0009] 所述钢丝绳穿过所述钻杆，固定在所述钻杆接头内的旋转支承上；

[0010] 所述动力管线和排气管穿过所述钻杆，通过所述钻杆接头与所述集束潜孔锤管线

和排气管连接；

[0011] 所述排浆管穿过所述钻杆，通过所述钻杆接头与所述集束潜孔锤排浆管连接；

[0012] 所述排浆管、所述动力管线和排气管为软管，可以在所述钻杆内自由旋转和相对

运动；

[0013] 上述方案中，所述钻机为各种使用伸缩钻杆的钻机或者为履带吊机简单改制的钻

机，履带吊机改制钻机结构包括履带吊机、所述桩架、所述动力头；

[0014] 上述方案中，所述集束潜孔锤上的每个单体潜孔锤有封闭的外套，收集潜孔锤全

部排气排入所述集束潜孔锤内部排气通道，通过所述排气管排入大气，潜孔锤底部无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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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0015] 上述方案中，用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在有覆盖层地质钻孔过程中，采用泥

浆护壁方法保护孔壁，不需要护筒跟进。

[0016]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第二目的，是为了提供所述的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旋挖

钻机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17] 步骤一：装配；

[0018] 将所述动力管线和排气管、所述钢丝绳与所述钻杆接头内的管线接头、钢丝绳旋

转支承连接，将所述动力管线和排气管另一端与动力源联通；

[0019] 将所述钻杆与所述钻杆接头、所述集束潜孔锤连接；

[0020] 将所述排浆管与地面泥浆处理系统联通；

[0021] 步骤二：起吊；

[0022] 所述钢丝绳悬吊所述钻杆及其他钻具至钻孔工位；

[0023] 步骤三：钻孔；

[0024] 启动所述动力头驱动所述集束潜孔锤往复摆动旋转；

[0025] 启动动力源，使所述集束潜孔锤冲击凿岩，在所述排气管内内注入高压空气，形成

泥浆气举反循环，经所述排浆管排出钻渣，实现潜孔锤对岩土钻进；处理后的优质泥浆回注

到钻孔内实现泥浆护壁，在覆盖层地质钻孔过程中不用护筒跟进；

[0026] 使所述钻杆随钻进下放，同步下放所述钢丝绳、所述排浆管、所述动力管线和排气

管，直至钻孔完成；

[0027] 进一步的，在钻进较大直径钻孔时，采用分级扩孔钻头或岩石取芯钻头钻进，降低

钻机钻压和扭矩，减小钻机型号；

[0028] 进一步的，在上述步骤三中，当钻孔为有水湿孔时，将空气注入所述集束潜孔锤中

吸渣管内，形成泥浆气举反循环排渣；

[0029] 在钻孔为无水干孔时，在所述集束潜孔锤的吸渣管内安装空气射吸装置，注入空

气，形成空气反循环清渣。

[0030] 在钻孔为开钻浅孔时，在所述集束潜孔锤的内吸渣管内安装空气射吸装置，注入

空气，形成泥浆反循环或空气反循环清渣；

[0031]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32] (1)本发明集束潜孔锤泥浆循环排渣，泥浆护壁保证覆盖层不塌孔，不需要护筒跟

进，能施工大直径超深覆盖层入岩井孔，避免了巨额的钢护筒跟进成本，伸缩钻杆配合潜孔

锤钻孔硬岩作业，施工速度超快，综合施工成本超低，设备适应所有钻孔工程；

[0033] (2)本发明钻压小，钻压由钻具提供，钻杆可以不加压，钻杆长度不受限制，钻进深

度很深，可以用于超深桩孔钻井施工；

[0034] (3)本发明因为潜孔锤钻孔钻压和扭矩较小，配套使用的钻机型号较小，大大降低

了大直径超深井孔施工设备造价；

[0035] (4)本发明用履带吊机改制为潜孔锤钻机造价更低。

[0036] 综合以上内容，本发明提供的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设备造价低，覆盖层钻

孔不需要护筒跟进，钻机使用伸缩钻杆，配合潜孔锤入岩钻孔速度超快，能施工超深覆盖层

超大直径入岩钻孔，综合施工成本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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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发明用于旋挖钻机履带吊机结构示意图；

[0038] 图中1‑集束潜孔锤，2‑桩架,3‑动力头,4‑钻杆，5‑排浆管,6‑动力管线和排气管，

7‑钢丝绳，8‑钻杆接头，9‑钻机；

[0039] 图2为本发明用于履带吊机结构示意图；

[0040] 图中1‑集束潜孔锤，2‑桩架,3‑动力头,4‑钻杆，5‑排浆管,6‑动力管线和排气管，

7‑钢丝绳，8‑钻杆接头，9‑钻机；

[0041] 图3为本发明钻杆接头结构示意图

[0042] 图中，1‑1—中心钻杆、1‑2—外层钻杆、1‑3—钻杆接头、1‑4—钢丝绳、1‑5—钢丝

绳旋转支承、1‑6—排浆管、1‑7—动力管线和排气管、1‑8—集束潜孔锤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情况，但它们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仅

作举例而已。同时通过说明使本发明的优点更加清楚和容易理解。

[0044] 参阅附图可知：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及其使用方法，包括集束潜孔锤

1、桩架2、动力头3、钻杆4、排浆管5、动力管线和排气管6、钢丝绳7、钻杆接头8、钻机9；

[0045] 本发明的潜孔锤钻头给进力可以依靠钻具自重，钻杆可以不加压，钻头旋转需要

的扭矩较小转速很低功率挍小，适应于各种履带吊机简单改制的钻机，改制内容为：加大吊

机主卷扬机单绳提吊力、安装桩架2、安装动力头3；改制后即可回转驱动钻杆4，上提、下放

钻杆4和集束潜孔锤1，具备伸缩钻杆自动升降钻具、泥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钻孔功能；

[0046] 提吊钻杆4的钢丝绳7穿过钻杆4内部，固定在钻杆接头8内的钢丝绳旋转支承1‑5

上，保护钢丝绳7不会随钻杆旋转，避免造成损坏；

[0047] 钻杆4的中心钻杆1‑1上部为敞口，排浆管5、动力管线和排气管6为软管线，与钢丝

绳4平行排列，穿入钻杆4内部，在钻杆4内部可以自由活动；潜孔锤钻机工作时，钻头正反向

旋转都可以正常工作，潜孔锤钻机钻进工作时，钻杆4以360度左右旋转角度往复旋转，排浆

管5、动力管线和排气管6可以在钻杆4内部自由旋转，钻杆4伸缩时，排浆管5、动力管线和排

气管6由同步卷管装置提升或下放，可以在钻杆内自由相对运动；

[0048] 集束潜孔锤1中的单体潜孔锤外包裹有外套，收集潜孔锤排气进入集束潜孔锤1的

排气通道，经过动力管线和排气管6排入大气，潜孔锤底部不排气，气体不会泄漏入桩孔泥

浆中，不会导致泥浆护壁失效而塌孔，同时也减小了潜孔锤排气背压，保持潜孔锤有最大能

效；

[0049] 集束潜孔锤1的子锤是随机振动的，震动力互相抵消，集束潜孔锤1的整体震动力

较小，不会造成塌孔，将动力管线和排气管6中的部分高压气体注入集束潜孔锤1中的吸渣

管，形成气举泥浆反循环，泥浆携带钻渣，经过排浆管5进入泥浆处理系统，处理后的泥浆返

回桩孔保持水头保护孔壁，在有较深覆盖层的情况钻进时，不用护筒跟进；

[0050] 进一步的，当钻孔为有水湿孔时，将高压空气注入集束潜孔锤1中吸渣管内，吸入

携带钻渣的泥浆，形成泥浆气举反循环排渣；

[0051] 在钻孔为无水干孔时，在集束潜孔锤1的吸渣管内安装空气射吸装置，注入高压空

气，吸入钻渣，形成空气反循环清渣，方便无水干孔无泥浆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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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在钻孔为开钻浅孔时，在集束潜孔锤1的内吸渣管内安装空气射吸装置，注入空

气，吸入钻渣，形成反循环清渣，方便开孔情况下气举反循环无效时，进行泥浆反循环或空

气反循环钻进；

[0053] 本发明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硬岩钻进速度很快，在大直径钻孔施工时采用

环切取芯钻进或分级扩孔方法，仍然会具有较快钻进速度，这样可以降低钻机钻压和扭矩，

减小钻机型号。本发明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型号小，具备超深超大直径硬岩钻孔的

钻进能力，钻进速度超快，综合施工成本超低。

[0054]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的说明本发明所述的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及其使

用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所具有的优点，工作人员将这四种技术方案钻进4米直径桩孔进行

了对比，其对比结果如下表：

[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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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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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0058] 由上表可知，本发明所述的一种伸缩钻杆反循环潜孔锤钻机及其使用方法在大直

径深厚覆盖层钻孔时，与现有技术相比，设备轻巧、造价低，钻进岩石速度快，施工成本低。

[0059] 其它未说明的部分均属于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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