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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岩体精准跟管钻进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复合岩体精准跟管钻进

控制方法，包括：钻机精准放样和采用U形地螺丝

将钻机与底板地质体牢固定位；采用比跟管外径

大3～5mm为宜的普通潜孔锤钻具将破碎岩体钻

透至松散体交界面；在与普通潜孔锤钻具连接处

的第一根钻杆前段钻设成120°分布的三个钻杆

孔眼，改变普通潜孔锤钻具附近风流的流动状

态；对松散体进行注浆的跟管，应限制跟管上钻

设管身孔眼的间距及管身截面上管身孔眼个数。

该控制方法能够实现复合岩体中的精准跟管钻

进，保证跟管钻进的效率和精准度，减少复合岩

体中的断管事故率，有效避免不同质量岩体分界

面中的卡钻事故。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6246160 B

2019.11.19

CN
 1
06
24
61
60
 B



1.一种复合岩体精准跟管钻进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进行钻机精准放样并对钻机牢固定位；包括：采用全站仪进行钻进点位、控制线和锚杆

钻机方位放样，在钻机两侧导轨上分别选取两校核点，采用重锤线及钢卷尺测量两校核点

到两侧控制线的距离，进行钻机方位校核；采用地质罗盘进行钻机导轨倾斜角度放样；

待钻机位置摆正后，通过脚手架扣件将钻机底部与脚手架钢管牢固连接，采用U形地螺

丝将脚手架钢管与底板地质体牢固连接，将钻机、脚手架、地质体牢固连接为一个整体，限

制钻机向四周的位移，完成对钻机的精准、牢固定位；所述采用U形地螺丝将脚手架钢管与

底板地质体牢固连接，包括：U形地螺丝穿透到底板岩体浮渣面以下不小于0.5m；安装时先

预钻孔，然后采用LR便携式旋紧机旋入；脚手架钢管采用螺栓与U形地螺丝连接；

采用外径与跟管匹配的普通潜孔锤钻具将破碎岩体钻透至松散体交界面；

在与普通潜孔锤钻具连接处的第一根钻杆前端钻设钻杆孔眼，包括：在与普通潜孔锤

钻具连接处的第一根钻杆前段钻设成120°分布的三个钻杆孔眼，使普通潜孔锤钻具前端处

风流经三个钻杆孔眼后呈三维流动状态；

采用限制钻设管身孔眼的间距及管身截面上管身孔眼个数的跟管用于对松散体进行

注浆，具体为：跟管上钻设管身孔眼的间距不小于30cm，钻设孔眼截面上钻设一个管身孔

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合岩体精准跟管钻进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采用

外径与跟管匹配的普通潜孔锤钻具将破碎岩体钻透至松散体交界面，包括：

采用外径比跟管外径大3～5mm的普通潜孔锤钻具，利用锚杆钻机应用该普通潜孔锤钻

具将破碎岩体钻透至松散体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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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合岩体精准跟管钻进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岩土工程和采矿工程领域，涉及一种岩体钻进控制方法，尤其涉及一

种复合岩体的精准跟管钻进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岩土工程及采矿工程领域，受到地层条件的制约，在软岩和松散体地层中，跟管

钻进技术是实现复杂破碎地层快速钻进施工的一种主导工艺，目前跟管钻进过程基本都是

直接从松散体到硬岩或只在松散体中钻进，且对钻进施工精度要求不高，基本不会出现卡

钻事故，也对钻进精度要求不高。对于从硬岩→松散体→硬岩或更加复杂的多种岩体质量

交替变化的复合岩体，目前的跟管钻进工艺在由硬岩到松散体交界部位极容易出现卡钻事

故，卡钻事故率达到90％以上；同时，在由硬岩到松散体交界位置，由于硬岩与松散体密实

度和强度的影响，跟管极容易出现大角度下沉偏斜，导致大概率跟管断管事故，尤其是对于

管身布置注浆孔的跟管断管率极高，跟管钻进的精准程度得不到保证。

发明内容

[0003] 基于上述现有技术所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复合岩体精准跟管钻进控制方

法，该方法能够解决在多种岩体质量交替变化的复合岩体中实现精准跟管钻进问题。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复合岩体精准跟管钻进控制方法，包括：

[0005] 进行钻机精准放样并对钻机牢固定位；

[0006] 采用外径与跟管匹配的普通潜孔锤钻具将破碎岩体钻透至松散体交界面；

[0007] 在与普通潜孔锤钻具连接处的第一根钻杆前端钻设钻杆孔眼；

[0008] 采用限制钻设管身孔眼的间距及管身截面上管身孔眼个数的跟管用于对松散体

进行注浆。

[000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通过钻机精准放样与牢固定位，特定外径的普通潜孔锤钻

具将破碎岩体钻透至松散体交界面，以及在与普通潜孔锤钻具连接处的第一根钻杆前端钻

设钻杆孔眼，并采用特定的跟管对松散体进行注浆，能够实现复合岩体中的跟管钻进，保证

跟管钻进的效率和精准度，减少复合岩体中的断管事故率，有效避免不同质量岩体分界面

中的卡钻事故。

附图说明

[001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附图。

[001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复合岩体精准跟管钻进控制方法示意图；

[001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复合岩体精准跟管钻进控制方法用钻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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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图3为图2中的I-I处剖视图；

[001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复合岩体精准跟管钻进控制方法用钻杆设置管身孔眼

示意图；

[0015] 图5(a)至(c)分别为图4中II-II处、III-III处与IV-IV处剖视图。

[0016] 图中各标号对应的名称为：1-跟管；2-钻杆；3-钻机导轨；4-脚手架钢管；5-脚手架

扣件；6-U形地螺丝；7-底板浮渣；8-破碎岩体；9-破碎岩体与松散体交界面；10-松散体；11-

松散体与对侧硬岩交界面；12-对侧硬岩；13-普通潜孔锤钻具；14-钻杆孔眼；15-管身孔眼。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

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1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复合岩体精准跟管钻进控制方法，参见图1，包括以下步

骤：

[0019] 进行钻机精准放样并对钻机牢固定位；

[0020] 采用外径与跟管匹配的普通潜孔锤钻具将破碎岩体钻透至松散体交界面；

[0021] 在与普通潜孔锤钻具连接处的第一根钻杆前端钻设钻杆孔眼；

[0022] 用所述跟管对松散体进行注浆，所述跟管采用限制钻设管身孔眼的间距及管身截

面上管身孔眼个数的跟管。

[0023] 上述钻进控制方法中，进行钻机精准放样并对钻机牢固定位，包括：

[0024] 采用全站仪进行钻进点位、控制线和锚杆钻机方位放样，在钻机两侧导轨上分别

选取两校核点，采用重锤线及钢卷尺测量两校核点到两侧控制线的距离，进行钻机方位校

核；

[0025] 采用地质罗盘进行钻机导轨倾斜角度放样；

[0026] 待钻机位置摆正后，通过脚手架扣件将钻机底部与脚手架钢管牢固连接，采用U形

地螺丝将脚手架钢管与底板地质体牢固连接，将钻机、脚手架、地质体牢固连接为一个整

体，限制钻机向四周的位移，完成对钻机的精准、牢固定位。

[0027] 上述钻进控制方法中，采用U形地螺丝将脚手架钢管与底板地质体牢固连接，包

括：

[0028] U形地螺丝穿透到底板岩体浮渣面以下不小于0.5m；

[0029] 安装时先预钻孔，然后采用LR便携式旋紧机旋入；

[0030] 脚手架钢管采用螺栓与U形地螺丝连接。

[0031] 上述钻进控制方法中，采用外径与跟管匹配的普通潜孔锤钻具将破碎岩体钻透至

松散体交界面，包括：

[0032] 采用外径比跟管外径大3～5mm的普通潜孔锤钻具，利用锚杆钻机应用该普通潜孔

锤钻具将破碎岩体钻透至松散体交界面。

[0033] 上述钻进控制方法中，在与普通潜孔锤钻具连接处的第一根钻杆前端钻设钻杆孔

眼，包括：

[0034] 在与普通潜孔锤钻具连接处的第一根钻杆前段钻设成120°分布的三个钻杆孔眼，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6246160 B

4



使普通潜孔锤钻具前端处风流经三个钻杆孔眼后呈三维流动状态。

[0035] 上述钻进控制方法中，跟管采用限制钻设管身孔眼的间距及管身截面上管身孔眼

个数的跟管为：

[0036] 跟管上钻设管身孔眼的间距不小于30cm，钻设孔眼截面上钻设一个管身孔眼。

[0037] 具体的，本发明的钻进控制方法具体如下：

[0038] (1)采用全站仪进行钻进点位和钻机方位放样，采用重锤线及钢卷尺进行钻机方

位校核，采用地质罗盘进行钻机导轨倾斜角度放样。待钻机位置摆正后，通过脚手架扣件将

钻机与脚手架钢管牢固连接，采用U形地螺丝将脚手架钢管与底板硬岩地质体牢固连接，最

终实现钻机的精准、牢固定位。

[0039] (2)利用锚杆钻机应用合理外径的普通潜孔锤钻具将破碎岩体钻透至松散体交界

面，为了控制后续跟管的偏斜度以避免大概率断管事故，普通潜孔锤钻具外径比跟管外径

大3～5mm为宜。

[0040] (3)为了避免硬岩与松散体交界面处的高事故率的卡钻事故，须在与普通潜孔锤

钻具连接处的第一根钻杆前段钻设成120°分布的三个钻杆孔眼，实现普通潜孔锤钻具附近

风流由原来未钻设前的一维流动状态变为钻设孔眼后的三维流动状态，吹动硬岩松散体交

界面处岩粉、松散体被充分吹处孔外，以便施工人员识别钻进进程是否到达交界面位置。

[0041] (4)在换用跟管钻具从钻进过程中，须对松散体进行注浆的跟管，为了防止跟管钻

进从硬岩到松散体交界面处的频繁断管事故，在以上控制的同时，限制跟管上钻设管身孔

眼的间距不小于30cm，钻设孔眼截面上仅限钻设1个管身孔眼。

[004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控制方法作进一步说明。

[0043] (1)本发明所述的实施例示意图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所述的跟管钻进的复合岩体

依次由破碎岩体→松散体→对侧硬岩岩体组成。

[0044] (2)为了保证跟管钻进精准度，采用全站仪进行钻进点位、控制线和锚杆钻机方位

放样，在钻机两侧导轨上分别选取两校核点，采用重锤线及钢卷尺测量两校核点到两侧控

制线的距离，完成钻机方位校核；采用地质罗盘进行钻机导轨倾斜角度放样。

[0045] (3)待钻机位置摆正后，将钻机通过脚手架扣件将钻机底部与脚手架钢管牢固连

接，采用U形地螺丝将脚手架钢管与底板地质体牢固连接，将钻机、脚手架、地质体牢固连接

为一个整体，限制钻机向四周的位移，最终实现钻机的精准、牢固定位。

[0046] (4)U形地螺丝在底板岩体中安装，必须穿透到浮渣面以下不小于0.5m。安装时首

先预钻孔，然后采用LR便携式旋紧机轻松旋入。

[0047] (5)采用Φ130普通潜孔锤钻具进行破碎岩体阶段的钻进。钻进至破碎岩体与松散

体交界面时是整个钻进关键和难点。须在与普通潜孔锤钻具连接处的第一根钻杆前段钻设

成120°分布的三个钻杆孔眼(参见图2、3)，实现普通潜孔锤钻具附近风流由原来未钻设前

的一维流动状态变为钻设孔眼后的三维流动状态，吹动硬岩松散体交界面处岩粉、松散体

被充分吹处孔外，以便施工人员识别钻进进程是否到达交界面位置。

[0048] (6)待采用Φ130普通潜孔锤钻具穿透到破碎岩体和松散体交界面后，退出Φ130

普通潜孔锤钻具，换用Φ127跟管钻具进行松散体中的钻进。当钻进至松散体和对侧硬岩交

界面时，如果判断不准，容易造成跟管断裂、管靴脱落、跟管脱扣等跟管事故。松散体和对侧

硬岩交界面需要从以下两点进行综合判断：①跟管钻进速度明显变慢；②孔口喷出灰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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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变大。

[0049] (7)在换用跟管钻具从钻进过程中，对于须对松散体进行注浆的跟管，为了防止跟

管钻进从硬岩到松散体交界面处的频繁断管事故，在以上控制的同时，限制跟管上钻设管

身孔眼的间距不小于30cm(参见图4、图5(a)-(c))，且管身孔眼采用梅花形布置，钻设孔眼

截面上仅限钻设1个管身孔眼。

[005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

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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