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2165774.3

(22)申请日 2020.09.27

(73)专利权人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410199 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凉塘东路1335号

    专利权人 广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何清华　唐孟雄　吴晓明　胡贺松　

刘泽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正奇专利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 43113

代理人 卢宏　张鲜

(51)Int.Cl.

E21B 4/20(2006.01)

E21B 4/14(2006.01)

E21B 10/26(2006.01)

E21B 10/40(2006.01)

E21B 17/22(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入岩扩孔钻具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入岩扩孔钻具，包括

中空钻杆、密封安装于中空钻杆上端的配气转接

头，以及密封安装于中空钻杆下端的潜孔冲击

器，所述配气转接头、潜孔冲击器和中空钻杆的

内壁之间形成密封腔，所述配气转接头上设有连

通压缩气体装置和密封腔的配气管。由此，遇岩

层时，配气转接头与压缩气体装置连接，向密封

腔中输入压缩气体，冲击器锤头在压缩空气驱动

下冲击岩层，使岩层出现裂隙，以减少钻齿切削

岩层时所需的钻压及动力头输出扭矩，提高施工

效率，减少扩孔翼齿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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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入岩扩孔钻具，其特征在于，包括中空钻杆(3)、密封安装于中空钻杆(3)上端的

配气转接头(1)，以及密封安装于中空钻杆(3)下端的潜孔冲击器(5)，所述配气转接头(1)、

潜孔冲击器(5)和中空钻杆(3)的内壁之间形成密封腔(31)，所述配气转接头(1)上设有连

通压缩气体装置和密封腔(31)的配气管(11)；所述中空钻杆(3)外壁的下端设有安装部，所

述安装部位于冲击钻头(10)的上方，所述安装部上安装有扩孔翼板(9)，所述扩孔翼板(9)

具有回收状态和展开状态，所述中空钻杆(3)上移时位于回收状态的扩孔翼板(9)能够从预

制桩(7)内穿出；所述扩孔翼板(9)位于展开状态时，所述扩孔翼板(9)外侧面至中空钻杆

(3)中心轴线的距离大于或等于预制桩(7)的外半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入岩扩孔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部包括相对中空钻杆

(3)外壁向外延伸的两个安装板(32)，两个安装板(32)呈上下布置，所述扩孔翼板(9)具有

朝向中空钻杆(3)延伸的连接部(91)，两个安装板(32)之间形成连接部(91)的容置空间

(33)，所述连接部(91)通过竖向布置的销轴(8)与两个安装板(32)铰接；所述连接部(91)可

绕销轴(8)旋转至位于容置空间(33)中，以使扩孔翼板(9)位于展开状态，所述连接部(91)

可绕销轴(8)旋转至从容置空间(33)中旋出，以使扩孔翼板(9)位于回收状态。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入岩扩孔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钻杆(3)正转时带动所

述扩孔翼板(9)绕销轴(8)正转至展开状态，所述中空钻杆(3)反转时带动所述扩孔翼板(9)

绕销轴(8)反转至回收状态，两个安装板(32)之间连接有防止连接部(91)从容置空间(33)

中旋出的限位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入岩扩孔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潜孔冲击器(5)的上端伸入

中空钻杆(3)中并与中空钻杆(3)的内壁可拆卸固连，所述潜孔冲击器(5)的下端从中空钻

杆(3)中伸出并安装有冲击钻头(10)。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入岩扩孔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潜孔冲击器(5)的上端与中

空钻杆(3)的内壁通过键(6)固连，所述潜孔冲击器(5)的外壁与中空钻杆(3)的内壁之间设

有防止压缩空气泄漏的密封圈(4)，所述密封圈(4)设于键(6)的上方。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入岩扩孔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潜孔冲击器(5)上

开设有与密封腔连通的排气通孔(51)。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入岩扩孔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钻杆(3)的外

壁上设有用于从下往上输送岩屑至预制桩(7)管外的螺旋叶片(34)。

8.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入岩扩孔钻具，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钻杆(3)的上

端部用于与驱动中空钻杆(3)旋转的动力头相连，所述中空钻杆(3)的上端部贯穿所述动力

头，所述中空钻杆(3)的顶端设有防止中空钻杆(3)从动力头中掉落的止挡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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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入岩扩孔钻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桩基施工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入岩扩孔钻具。

背景技术

[0002] 随钻跟管工法是中掘沉桩工法。施工中将接装有扩孔功能钻头的长螺旋钻杆穿过

预制管桩，在预制管桩底端掘土成孔。需钻进时，动力头正转，扩孔钻头的扩孔翼板打开，钻

头在预制管桩底端下一段距离旋转掘土，钻渣由螺旋钻杆叶片输送经管桩孔内排出，钻进

中预制管桩靠自重跟随钻头下沉。经接钻接桩至标定深度后，动力头反转收回扩孔翼板清

渣，随即于桩底灌注混凝土、启动激振器压预制管桩坐入孔底，抽出钻杆、钻机移位。

[0003] 在随钻跟管工法中，其钻头具有扩孔孔径超混凝土预制桩外径钻进功能，和钻头

从预制管桩内孔通过的功能。动力头正转时钻头扩孔翼齿自动展开；动力头反转时钻头扩

孔翼齿自动缩回，且钻具具有桩底灌注混凝土功能。

[0004] 当钻具需要入岩时，现有中掘取土钻头钻进效率低下，扩孔翼齿磨损快，即便是加

大动力头输出扭矩和钻头下压力，对发育不全的中风化岩也难以钻进。因此，急需一种新的

钻具配合相应工法来提高机器施工效率，减缓扩孔翼齿的磨损。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提高钻进效率，

减少扩孔翼齿磨损的入岩扩孔钻具。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入岩扩孔钻具，包括中空钻杆、密封安装于中空钻杆上端的配气转接头，以及

密封安装于中空钻杆下端的潜孔冲击器，所述配气转接头、潜孔冲击器和中空钻杆的内壁

之间形成密封腔，所述配气转接头上设有连通压缩气体装置和密封腔的配气管；所述中空

钻杆外壁的下端设有安装部，所述安装部位于冲击钻头的上方，所述安装部上安装有扩孔

翼板，所述扩孔翼板具有回收状态和展开状态，所述中空钻杆上移时位于回收状态的扩孔

翼板能够从预制桩内穿出；所述扩孔翼板位于展开状态时，所述扩孔翼板外侧面至中空钻

杆中心轴线的距离大于或等于预制桩的外半径。

[0008] 由此，遇岩层时，配气转接头与压缩气体装置连接，向密封腔中输入压缩气体，冲

击器锤头在压缩空气驱动下冲击岩层，使岩层出现裂隙，以减少扩孔翼板上的钻齿切削岩

层时所需的钻压及动力头输出扭矩，提高施工效率，减少扩孔翼齿的磨损。

[0009] 此外，配气转接头还可充当注浆转接头完成注浆工作。

[0010]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11] 所述安装部包括相对中空钻杆外壁向外延伸的两个安装板，两个安装板呈上下布

置，所述扩孔翼板具有朝向中空钻杆延伸的连接部，两个安装板之间形成连接部的容置空

间，所述连接部通过竖向布置的销轴与两个安装板铰接；所述连接部可绕销轴旋转至位于

容置空间中，以使扩孔翼板位于展开状态，所述连接部可绕销轴旋转至从容置空间中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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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扩孔翼板位于回收状态。

[0012] 所述中空钻杆正转时带动所述扩孔翼板绕销轴正转至展开状态，所述中空钻杆反

转时带动所述扩孔翼板绕销轴反转至回收状态，两个安装板之间连接有防止连接部从容置

空间中旋出的限位件。

[0013] 所述潜孔冲击器的上端伸入中空钻杆中并与中空钻杆的内壁可拆卸固连，所述潜

孔冲击器的下端从中空钻杆中伸出并安装有冲击钻头。

[0014] 所述潜孔冲击器的上端与中空钻杆的内壁通过键固连，所述潜孔冲击器的外壁与

中空钻杆的内壁之间设有防止压缩空气泄漏的密封圈，所述密封圈设于键的上方。

[0015] 所述潜孔冲击器上开设有与密封腔连通的排气通孔。压缩空气完成驱动潜孔锤

后，余气经锤头前端排出。余气清洁了锤头端面，防止岩屑重复锤砸，冷却了钻齿，并有利于

岩屑的排出。

[0016] 所述中空钻杆的外壁上设有用于从下往上输送岩屑至预制桩管外的螺旋叶片。

[0017] 所述中空钻杆的上端部用于与驱动中空钻杆旋转的动力头相连，所述中空钻杆的

上端部贯穿所述动力头，由于中空钻杆可贯穿上动力头，从而可通过起吊设备将中空钻杆

提升至中空钻杆与地基之间形成预制桩的定位空间，以便于预制桩的定位。所述中空钻杆

的顶端设有防止中空钻杆从动力头中掉落的止挡板。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9] 本实用新型的入岩扩孔钻具，通过配气转接头与压缩气体装置连接，向密封腔中

输入压缩气体，冲击器在压缩空气驱动下冲击岩层，使岩层产生裂隙，从而可减少扩孔翼板

上的钻齿切削岩层时所需的钻压及动力头输出扭矩，提高施工效率，减缓扩孔翼齿的磨损。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入岩扩孔钻具的结构示意图(扩孔翼板展开)。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入岩扩孔钻具的局部结构示意图(扩孔翼板回收)。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入岩扩孔钻具的仰视结构示意图(扩孔翼板回收)。

[0023] 图例说明：1、配气转接头；11、配气管；2、止挡板；3、中空钻杆；31、密封腔；32、安装

板；33、容置空间；34、螺旋叶片；4、密封圈；5、潜孔冲击器；6、键；7、预制桩；8、销轴；9、扩孔

翼板；91、连接部；10、冲击钻头。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具体优选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但并不因此而限制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25] 实施例：

[0026] 如图1‑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入岩扩孔钻具，包括中空钻杆3、密封安装于中空钻杆

3上端的配气转接头1，以及密封安装于中空钻杆3下端的潜孔冲击器5。配气转接头1、潜孔

冲击器5和中空钻杆3的内壁之间形成密封腔31，配气转接头1上设有连通压缩气体装置和

密封腔31的配气管11，潜孔冲击器5上开设有与密封腔连通的排气通孔51。

[0027] 钻头体中装有冲击器,在正转钻进时，通过压缩空气驱动冲击岩层，使岩层出现裂

隙，减少钻进阻力。密封腔31形成压缩空气输送通道，将气源输送到钻头前端，驱动潜孔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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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器5，冷却锤头及钻齿。

[0028] 中空钻杆3的外壁上焊接有用于从下往上输送岩屑至预制桩7管外的螺旋叶片34。

在正常钻进中，动力头驱动钻杆正转，钻渣沿螺旋叶片34形成的通道排出孔外。

[0029] 中空钻杆3的上端部用于与驱动中空钻杆3旋转的动力头相连，中空钻杆3的上端

部贯穿动力头，中空钻杆3的顶端设有防止中空钻杆3从动力头中掉落的止挡板2。

[0030] 具体地，潜孔冲击器5的上端伸入中空钻杆3中并与中空钻杆3的内壁通过键6可拆

卸固连，潜孔冲击器5的外壁与中空钻杆3的内壁之间设有防止压缩空气泄漏的密封圈4，密

封圈4设于键6的上方。潜孔冲击器5的下端从中空钻杆3中伸出并安装有冲击钻头10。

[0031] 本实施例中，中空钻杆3外壁的下端设有铰接扩孔翼板9的安装部，安装部位于冲

击钻头10的上方，扩孔翼板9下端安装有钻齿。安装部包括相对中空钻杆3外壁向外延伸的

两个安装板32，两个安装板32呈上下布置，扩孔翼板9具有朝向中空钻杆3延伸的连接部91，

两个安装板32之间形成连接部91的容置空间33，连接部91通过竖向布置的销轴8与两个安

装板32铰接。

[0032] 中空钻杆3正转时带动扩孔翼板9绕销轴8正转至连接部91位于容置空间33中，以

使扩孔翼板9位于展开状态，两个安装板32之间连接有防止连接部91从容置空间33中旋出

的限位件。扩孔翼板9位于展开状态时，扩孔翼板9外侧面至中空钻杆3中心轴线的距离大于

或等于预制桩7的外半径。

[0033] 中空钻杆3反转时带动扩孔翼板9绕销轴8反转至连接部91从容置空间33中旋出，

以使扩孔翼板9位于回收状态，以使中空钻杆3上移时位于回收状态的扩孔翼板9能够从预

制桩7内穿出。

[0034] 钻进状态：中空钻杆3在动力头的驱动下正转，扩孔翼板9在驱动力的作用下绕销

轴8展开。遇岩层时，潜孔冲击器5在压缩空气驱动下冲击岩层，使岩层出现裂隙，扩孔翼板9

上的钻齿在下压力及动力头扭矩驱动下切削岩层。切下的岩屑经螺旋叶片排出孔外。

[0035] 提钻状态：达到设计孔深，钻进结束时，钻杆在动力头的驱动下反转，扩孔翼板9在

驱动力的作用下绕销轴8收回。钻头连同钻杆从预制管桩内提出。

[0036] 通过压缩空气驱动钻头前端的潜孔锤冲击岩层，使岩层产生裂隙，从而可减少钻

齿切削岩层时所需的钻压及动力头输出扭矩，提高施工效率。

[0037] 压缩空气完成驱动潜孔锤后，余气经锤头前端排气通孔排出。余气清洁了锤头端

面，防止岩屑重复锤砸，冷却了钻齿，并有利于岩屑的排出。

[0038] 以上所述，仅是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申请做任何形式的限制，虽然本申

请以较佳实施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制本申请，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

离本申请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的变动或修饰均等同于等

效实施案例，均属于技术方案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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