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1268942.3

(22)申请日 2016.12.3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63987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5.10

(73)专利权人 河南理工大学

地址 454000 河南省焦作市高新区世纪大

道2001号

(72)发明人 李辉　魏建平　

(74)专利代理机构 郑州明华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41162

代理人 王明朗

(51)Int.Cl.

E21B 7/04(2006.01)

E21B 7/06(2006.01)

E21D 20/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6957582 U,2018.02.02,权利要求1-

8.

CN 103924925 A,2014.07.16,说明书0012-

0017段，图1-4.

CN 103924925 A,2014.07.16,说明书0012-

0017段，图1-4.

CN 102852546 A,2013.01.02,全文.

CN 2128666 Y,1993.03.24,说明书第6页第

1行-第6页第8行，图2.

CN 102146779 A,2011.08.10,说明书0028

段.

CN 102031950 A,2011.04.27,全文.

US 4317492 A,1982.03.02,全文.

EP 0227456 A3,1988.11.23,全文.

WO 99/39077 A1,1999.08.05,全文.

石智军 等.煤矿井下1800m水平定向钻进技

术与装备.《煤炭科学技术》.2015,第43卷(第2

期),第109-003页.

审查员 杨莹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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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变轨迹钻进方法及装置，

在煤层内钻孔后再向主钻孔内插入变轨钻管，变

轨钻管的前方设置有倾斜导向机构在变轨钻管

内套装有钻杆能够弯曲的锚索钻；依据变轨钻管

深入主钻孔内的不同深度对主钻孔侧壁再根据

不同深度进行倾斜钻孔。本发明在主钻孔的基础

上，又通过合理的变轨迹装置进行再钻孔，最终

形成以主钻孔为中心，侧钻孔为半径的钻孔区

域，可以松动煤体，引流瓦斯，增加钻孔内瓦斯抽

采量，从而提高煤层中瓦斯抽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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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变轨迹钻进装置，包括钻具，其特征在于，钻具包括变轨钻管和锚索钻，所述变

轨钻管的前方设置有倾斜导向机构，所述锚索钻套装于变轨钻管内，所述锚索钻的钻杆至

少在最前端设置有能够摆动的钻头，所述锚索钻的钻杆是有多段短钻杆通过万向节连接在

一起，钻头与最前端的一个短钻杆固定连接；且能够摆动的钻头能沿所述倾斜导向机构而

改变钻进轨迹；所述倾斜导向机构是在变轨钻管的最前端固定有导向架，导向架包括一个

倾斜导向板，该倾斜导向板与变轨钻管的轴心线存在夹角β；倾斜导向板与变轨钻管末端之

间连接有弹簧；弹簧套装在导向杆上，导向杆与变轨钻管能够伸缩滑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轨迹钻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倾斜导向板的倾角能够调

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轨迹钻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夹角β的范围内为25°～

6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轨迹钻进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锚索钻的钻杆是有刚性软

管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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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轨迹钻进方法及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煤矿瓦斯抽采技术领域的改进型钻具，具体涉及一种通过改变钻具轨

迹的方式形成支钻孔的方法及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一些煤层的瓦斯含量大，煤层的透气性差，给瓦斯防治工作带来困难，存在煤与瓦

斯突出的危险，危险矿工的安全。瓦斯预抽是瓦斯防治的重要措施，但是松软的煤层，透气

性差，预抽效果差。目前，我国关于突出煤层钻孔的外孔直径要求不超过120mm，钻孔内部可

以进行扩孔，钻孔外小内大的结构有利于形成一层煤墙，如果钻孔内部因瓦斯压力大发生

突出事件，煤墙起到保护作用。

[0003] 有多种关于扩孔的技术手段，例如公开号为CN  101315021  A的发明专利“自动变

径扩孔钻具”，记载了一种固定钻头与活动钻头相结合的钻具，其中活动钻头包含内外套装

的钻杆和可以径向扩展的刀架，该技术方案依靠活动钻头在旋转过程中产生的离心力而自

动展开，达到扩展活动钻头直径进而达到扩孔的目的。众所周知，离心力公式F=m×ω2×r，

物体的离心力大小与物体的质量m、角速度ω和旋转半径r有关，钻具在原始钻孔内几乎没

有被展开，所以旋转半径r接近于零，活动钻头的质量m为定值，无论角速度ω怎样提高，所

形成的离心力都较小，在钻孔内的活动钻头很难依靠自身的离心力而展开。另一方面，由于

煤层内部压力较大，煤层被长期高压作用下硬度较高，即使活动钻头被小角度展开后，有限

的离心力很难提供足够的钻进压力，需要长时间保持原地高速旋转才能逐渐达到扩孔效

果，而且钻杆不能被快速推进，否则活动钻头会自动收缩，所以该方案不具有快速打碎煤孔

的效果，效率很低。

[0004] 在利用钻具对煤层钻孔的过程中，需要在钻杆内注入高压水对煤层内部打压扩

孔。公开号为CN  202596582  U的实用新型专利“可变径钻头”虽然对活动钻头设置了定位结

构，该专利文献所记载的结构复杂，钻头内部无法实现输水通道，难以达到理想的扩孔效

果。而且，该定位结构是采样类似伞状的定位原理，但锁紧件不能完全将活动钻头锁死，否

则需要有一个深入钻体内部的开锁动作。所以该方案并不能达到对活动钻头稳定定位的功

能。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现有煤矿瓦斯抽放领域中钻孔形式单一，造成瓦斯抽放不彻底问题，

提供一种变轨迹钻进方法及装置，通过改变钻具轨迹的方式形成支钻孔，从而改善瓦斯抽

采效果。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变轨迹钻进方法，包括如下步骤：第一

步，利用钻具向煤层内钻孔后取出钻具，形成一个直径为D0深度为L0的主钻孔；第二步，向

主钻孔内插入直径为D1的变轨钻管，D1＜D0，该变轨钻管的前方设置有倾斜导向机构；第三

步，在变轨钻管内套装有钻杆能够弯曲的锚索钻，所述能够弯曲的锚索钻至少在最前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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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有能够摆动的钻头，且能沿所述倾斜导向机构而改变钻进轨迹；第四步，依据变轨钻管深

入主钻孔内的深度L1、L2、……、Ln-1、L  n，n为大于或等于1的自然数，L1＜L2＜……＜Ln-1＜

L0；分别启动所述锚索钻工作，对主钻孔侧壁再根据不同深度进行倾斜钻孔；在任一支钻孔

作业时，进行倾斜钻孔形成支钻孔后，向外拉出锚索钻使锚索钻的钻头隐藏于变轨钻管内，

再进行下一个支钻孔作业，最终形成多层支钻孔。每层支钻孔的数量为3～4个，相邻支钻孔

层间距为0.5～2m。

[0007] 一种变轨迹钻进装置，包括钻具，钻具包括变轨钻管和锚索钻，所述变轨钻管的前

方设置有倾斜导向机构，所述锚索钻套装于变轨钻管内，所述锚索钻的钻杆至少在最前端

设置有能够摆动的钻头，且能够摆动的钻头能沿所述倾斜导向机构而改变钻进轨迹。

[0008] 所述倾斜导向机构是在变轨钻管的最前端一侧设置有倾斜侧口，倾斜侧口中心线

与变轨钻管的轴心线存在夹角α。所述夹角α的范围内为25°～60°。

[0009] 所述倾斜导向机构是在变轨钻管的最前端固定有导向架，导向架包括一个倾斜导

向板，该倾斜导向板与变轨钻管的轴心线存在夹角β。所述倾斜导向板的倾角能够调节。所

述夹角β的范围内为25°～60°。

[0010] 所述锚索钻的钻杆是有多段短钻杆通过万向节连接在一起。钻头与最前端的一个

短钻杆固定连接。或者，所述锚索钻的钻杆是有刚性软管组成。

[0011] 所述锚索钻的钻杆是有刚性软管组成。倾斜导向板与变轨钻管末端之间连接有弹

簧；弹簧套装在导向杆上，导向杆与变轨钻管能够伸缩滑动。

[0012] 有益效果：本发明在主钻孔的基础上，又通过合理的变轨迹装置进行再钻孔，最终

形成以主钻孔为中心，侧钻孔为半径的钻孔区域，可以松动煤体，引流瓦斯，增加钻孔内瓦

斯抽采量，从而提高煤层中瓦斯抽采效果。

[0013] 本发明通过对变轨钻管前端设置导向机构，利用能够转向的锚杆钻与变轨钻管及

导向机构配合，实现导向钻进工作。变轨钻管能够引导锚杆钻在主钻孔内不同深度停留和

导向，形成多层具有发散状的许多支钻孔，各支钻孔汇聚于主钻孔，形成大范围的钻孔区

域。本发明可以明显提高瓦斯抽采效果，非常适合推广实施。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是第一种变轨迹钻进装置剖面示意图

[0016] 图3是第二种变轨迹钻进装置剖面示意图

[0017] 图4是作业后形成钻孔示意图

[0018] 图中，标号1为变轨钻管，2为钻管端部，3为倾斜侧口，4为倾斜导向板，5为导向杆，

6为压力弹簧，7为锚索钻，8为钻头，9为万向节，10为主钻孔，11为支钻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实施例1：一种变轨迹钻进方法，包括如下步骤：第一步，用钻具向煤层内钻入直径

为113mm的100m深孔，取出钻具，形成主钻孔10。第二步，向该主钻孔10内插入直径为89mm的

变轨钻管1，该变轨钻管1的前方设置有倾斜侧口3，倾斜侧口3的中心线与变轨钻管1的轴心

线存在夹角α，夹角α取45°。第三步，在变轨钻管1内套装有能够弯曲的锚索钻7，所述锚索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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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最前端设置有能够摆动的钻头且能沿所述倾斜导向机构而改变钻进轨迹；第四步，依据变

轨钻管1深入主钻孔10的不同深度，分别启动所述锚索钻7工作，对主钻孔10侧壁再进行倾

斜钻孔，形成支钻孔11。侧方钻孔长0.5m，在主钻孔10周围分布，同一平面内，对称三个侧方

钻孔，平面间距0.5m。最终形成以主钻孔10为中心，侧钻孔为半径的钻孔区域，可以松动煤

体，引流瓦斯，增加钻孔内瓦斯抽采量，从而提高煤层中瓦斯抽采效果。

[0020] 在任一支钻孔11作业时，进行倾斜钻孔形成支钻孔11后，向外拉出锚索钻7使锚索

钻7的钻头隐藏于变轨钻管1内，再进行下一个支钻孔11作业，最终形成多层支钻孔11。

[0021] 实施例2：一种变轨迹钻进装置，参见图1和图2，包括变轨钻管1和锚索钻7，变轨钻

管1的前方设置有倾斜导向机构，所述锚索钻7套装于变轨钻管1内。锚索钻7的钻杆是有多

段短钻杆通过万向节连接在一起，锚索钻7的钻杆设置有能够摆动的钻头，且能够摆动的钻

头能沿所述倾斜导向机构而改变钻进轨迹。

[0022] 倾斜导向机构是在变轨钻管1的最前端一侧设置有倾斜侧口3，倾斜侧口3中心线

与变轨钻管1的轴心线存在夹角α。夹角α的范围内为25°～60°。

[0023] 实施例3：在实施例2基础上，将锚索钻7的钻杆是有刚性软管组成。

[0024] 实施例4：倾斜导向机构做出改变。倾斜导向机构是在变轨钻管1的最前端固定有

导向架，导向架包括一个倾斜导向板4，该倾斜导向板4与变轨钻管1的轴心线存在夹角β。

[0025] 实施例5：在实施例2基础上，倾斜导向机构做出改变。倾斜导向机构是在变轨钻管

1的最前端固定有导向架，导向架包括一个倾斜导向板4，该倾斜导向板4与变轨钻管1的轴

心线存在夹角β。

[0026] 所述倾斜导向板4的倾角能够调节。锚索钻7的钻杆在最前端设置有能够摆动的钻

头，且能够摆动的钻头能沿所述倾斜导向机构而改变钻进轨迹。

[0027] 参见图3，倾斜导向板4与变轨钻管1末端之间连接有压力弹簧6；压力弹簧6套装在

导向杆5上，导向杆5与变轨钻管1能够伸缩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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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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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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