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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堆石区钻孔施工方法，它包括以下几个

步骤：钻进：将点位现场测量放样完成后，将钻机

就位，固定钻机，开始钻进，钻至一定深度后，停

止；固壁：用水泥砂浆或泥浆进行固壁，将拌制好

的水泥砂浆或泥浆倒入孔内，用冲击器上、下提

升并旋转钻具搅拌，使水泥砂浆能到达钻孔深

度；扫孔：待水泥砂浆初凝后，进行扫孔，扫孔完

成后，继续钻进；重复上述操作，直至不塌孔层或

基岩面。本发明通过水泥砂浆固壁代替套管护壁

的方式，克服了偏心钻进设备功能单调及成本

高、效率低、设备局限性大的缺陷，克服了变径法

仅能处理较少塌孔层，且不易操作的问题。本发

明易于现场操作，不受塌孔层厚度限制，提高施

工效率，节约成本、减少材料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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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堆石区钻孔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它由以下几个步骤组成：

1.1钻进：将点位现场测量放样完成后，将钻机就位，固定钻机，开始钻进，钻至一定深

度后，停止，所述的钻机是指由地质钻机（7）、接头（8）、支架式潜孔钻冲击器（9）组成的风动

冲击式地质钻机，接头为中空的管，一端加工有螺纹孔与支架式潜孔钻冲击器上部的螺纹

杆配合，另一端加工有螺纹孔与地质钻机钻杆下部的螺纹杆配合，接头的外表面中部加工

有相对的两个第Ⅰ卡槽（81），在不同高度上加工有与第Ⅰ卡槽成90度的第Ⅱ卡槽（82），将地

质钻的进水管改为高压风管，地质钻机与高压风管（71）相接，使用时高压风管与空压机

（10）相接；

1.2固壁：用水泥砂浆或泥浆进行固壁，砂浆配合比：水：水泥：砂为0.5：1:1，在实际施

工过程中增大水泥用量，增加范围控制在±5%以内，稀浆液用于块石较小的区域，浓浆液用

于石块比较大的区域，同等压力情况下，稀浆相对于浓浆扩散的更远，而块石较小的堆石区

的空隙也相对较小，这样稀浆更容易流动，为了节约成本，对于钻孔需要后续要回填的，采

用泥浆代替水泥浆，将拌制好的水泥砂浆或泥浆倒入孔内，用冲击器上、下提升并旋转钻具

搅拌，使水泥砂浆能到达钻孔深度；砂粒径为0.1mm的细砂，水泥为PO.42.5，掺入0.6-1.2%

的速凝剂以减少砂浆初凝时间，冲击器上、下提升并旋转钻具搅拌，搅拌2～3次即可，使水

泥砂浆能到达钻孔深度，为防止水泥砂浆堵塞冲击器，用空气压缩机进行少量通风，也有助

于水泥砂浆扩散，提高固壁效果，通风管内径25-33mm，风流量控制在1.5m³/min-3m³/min；

1.3扫孔：待水泥砂浆初凝后，进行扫孔，扫孔完成后，继续钻进；

1.4重复上述1、2、3操作，直至不塌孔层或基岩面；

1.5不塌孔层或基岩钻进：堆石钻进完毕后，进行不塌孔层或基岩钻进，采用冲击式钻

进或取芯钻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堆石区钻孔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的钻至一定

深度是指钻孔位于平面，且堆石碾压密实，钻孔时，注意上下活动钻杆，以防塌落的石渣将

冲击器抱死，一次钻进3m；若钻孔位于斜坡段，由于碾压不密实，石块易松动位移，钻孔一次

深度不宜超过冲击器顶部；水井钻孔时，每次钻进深度不宜超过钻具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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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石区钻孔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穿透堆石回填区的仪器观测孔、地质勘探孔、水井等钻孔，本发明还适

应于穿透砂砾石层、砂层等易塌孔的地层钻孔。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对于易塌孔地层钻孔时，通常采用泥浆护孔和套管护壁的方法进行。在堆石

区钻孔施工时，若采用泥浆护孔，因堆石间隙大，泥浆易流失，其次，因堆石1结构松散、孔壁

不稳定，泥浆无法进行护孔。套管护壁的方法有两种，其中有偏心钻进法，采用偏心钻进，钻

进的同时，进行钢套管3逐步跟进，易塌孔地层钻进完毕后，放置一根PVC管4，再用拔管机把

钢套管拔出，如图1所示，此法缺点有：1、需采购偏心钻机，成本高，钻进速度慢，用途单一，

偏心钻机仅适合砂砾石、堆石等易塌孔特殊地质情况。2、受空间限制，偏心钻机笨重，对于

操作狭小的空间施工困难。3、材料的消耗大，由于偏心钻机套管跟进和拔除均为物理力作

用，对钢套管损伤极大，易造成滑牙，滑牙处理困难，要采取打捞套管，耗费大量时间。若无

偏心钻机，则通常采用变径法，如图2所示，钻孔遇塌孔，无法钻进时，下钢套管3进行护壁，

再改用小一级钻具进行钻进，如遇塌孔，无法钻进时，再下钢套管后进行钻进，直至穿透不

塌孔层为止，此法缺点是：若易塌孔层较厚，多次变径后仍无法穿透塌孔层，或穿透塌孔层

时，孔径无法达到设计要求，其次此法钻进时，易造成卡钻、埋钻等孔内事故，操作困难。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塌孔时施工复杂、成本高、局限性大等缺点，提供一种

进度更快、适应性更强、一机多用、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堆石区钻孔施工方法。

[0004]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堆石区钻孔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几

个步骤：

[0005] 1.1  钻进：将点位现场测量放样完成后，将钻机就位，固定钻机，开始钻进，钻至一

定深度后，停止；

[0006] 1.2 固壁：用水泥砂浆或泥浆进行固壁，将拌制好的水泥砂浆或泥浆倒入孔内，用

冲击器上、下提升并旋转钻具搅拌，使水泥砂浆能到达钻孔深度；

[0007] 1.3扫孔：待水泥砂浆初凝后，进行扫孔，扫孔完成后，继续钻进；

[0008] 1.4重复上述1、2、3操作，直至不塌孔层或基岩面；

[0009] 1 .5不塌孔层或基岩钻进：堆石钻进完毕后，进行不塌孔层或基岩钻进，可采用冲

击式钻进亦可采用取芯钻进。

[0010] 具体而言步骤1中所述的钻至一定深度是指钻孔位于平面，且堆石碾压密实，钻孔

时，注意上下活动钻杆，以防塌落的石渣将冲击器抱死，一般情况，一次可钻进3m；若钻孔位

于斜坡段，由于碾压不密实，石块易松动位移，钻孔一次深度不宜超过冲击器顶部；水井钻

孔时，每次钻进深度不宜超过钻具长度。

[0011] 步骤1中的钻机是指风动冲击式地质钻机。它是由XY-2PC地质钻机改进而成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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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冲击式，用管子车床加工一个接头，接头为中空的管，接头的一端与支架式潜孔钻冲击器

配合，另一端与地质钻钻杆配合，将支架式潜孔钻冲击器连接到地质钻钻杆上，将地质钻进

水管改为高压风管。改造后的风动冲击式地质钻机优点有：体重比支架式潜孔钻机重，钻孔

时更稳固；改造后动力更足，提高钻进工作效率，提升时遇卡钻等故障时，处理孔内事故简

便，若孔深较浅，可直接用支架式潜孔钻。水井钻孔时，可直接用地质钻进行大口径钻孔。

[0012] 步骤2中，水泥砂浆配合比：水：水泥：砂为0.5：1:1，其中水泥用量范围在±5%以

内。砂粒径为0.1mm的细砂，水泥为PO.42.5，可掺入0.6-1.2%的速凝剂减少砂浆初凝时间。

[0013] 步骤3中所述的冲击器上、下提升并旋转钻具搅拌，一般搅拌2～3次即可。使水泥

砂浆能到达钻孔深度。

[0014] 步骤4中，在固壁注浆过程用空气压缩机进行少量通风，风流量一般控制在1.5m³/

min-3m³/min。为防止水泥砂浆堵塞冲击器，可用空气压缩机进行少量通风，也有助于水泥

砂浆扩散，提高固壁效果，风量太大易造成孔壁破坏，风量太小，扩散效果差。

[0015] 步骤5不塌孔层或基岩钻进：可根据常规方法或根据设计需求选择钻进方式。

[0016] 本发明通过水泥砂浆固壁代替套管护壁的方式，克服了偏心钻进后套管护壁跟进

及拔除的繁琐、设备功能单调及成本高、效率低、设备局限性大的缺陷，克服了变径法仅能

处理较少塌孔层，且不易操作的问题。水泥砂浆固壁法易于现场操作，不受塌孔层厚度限

制，提高施工效率，节约成本、减少材料消耗。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偏心钻进法的原理示意图

[0018] 图2为变径法的原理示意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原理示意图

[0020] 图4为接头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其中：1堆石3钢管套4  PVC管5基岩面6水泥砂浆7地质钻机71高压风管8接头81第Ⅰ

卡槽82第Ⅱ卡槽9支架式潜孔钻冲击器10空压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视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描述，所列举的实施例可以使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更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

[0023] 如图3、4所示，本发明为一种堆石区钻孔施工方法，用水泥砂浆固壁，钻孔至一定

深度时进行用水泥砂浆进行固壁，待水泥初凝后进行扫孔的施工方法，它包括以下几个步

骤：

[0024] 1.1  钻进：将点位现场测量放样完成后，将钻机就位，固定钻机，开始钻进，钻至一

定深度后，停止；当钻孔位于平面，且堆石碾压密实，钻孔时，注意上下活动钻杆，以防塌落

的石渣将冲击器抱死，一般情况，一次可钻进3m；若钻孔位于斜坡段，由于碾压不密实，石块

易松动位移，钻孔一次深度不宜超过冲击器顶部；水井钻孔时，每次钻进深度不宜超过钻具

长度。其中钻机是指风动冲击式地质钻机。它是由XY-2PC地质钻机改进而成为风动冲击式，

由于风动冲击钻冲击器接头和地质钻机钻具接头型号不一致，需重新加工接头，使风动冲

击钻冲击器能和地质钻机匹配使用，用管子车床加工一个接头，接头的一端加工有螺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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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支架式潜孔钻冲击器上部的螺纹杆配合，另一端加工有螺纹孔与地质钻钻杆下部的螺纹

杆配合，将支架式潜孔钻冲击器连接到地质钻钻杆上，将地质钻进水管改为高压风管。如图

由地质钻机7（如XY-2PC地质钻机）、接头8、支架式潜孔钻冲击器9组成的风动冲击式地质钻

机，接头为中空的管，一端加工有螺纹孔与支架式潜孔钻冲击器上部的螺纹杆配合，另一端

加工有螺纹孔与地质钻机钻杆下部的螺纹杆配合，将地质钻的进水管改为高压风管，地质

钻机与高压风管71相接，使用时高压风管与空压机10相接。接头的外表面中部加工有相对

的两个第Ⅰ卡槽81，在不同高度上加工有与第Ⅰ卡槽成90度的第Ⅱ卡槽82。改造后的风动冲

击式地质钻机优点有：体重比支架式潜孔钻机重，钻孔时更稳固；改造后动力更足，提高钻

进工作效率，提升时遇卡钻等故障时，处理孔内事故简便，若孔深较浅，可直接用支架式潜

孔钻。水井钻孔时，可直接用地质钻进行大口径钻孔。

[0025] 1.2 固壁：用水泥砂浆或泥浆进行固壁，砂浆配合比：水：水泥：砂为0.5：1:1，在实

际施工过程中可适当增大水泥用量，但增加范围一般控制在±5%以内，一般稀浆液用于块

石较小的区域，浓浆液用于石块比较大的区域，同等压力情况下，稀浆相对于浓浆扩散的更

远，而块石较小的堆石区的空隙也相对较小，这样稀浆更容易流动。为了节约成本，对于钻

孔需要后需要回填的，也可以采用泥浆代替水泥浆。将拌制好的水泥砂浆或泥浆倒入孔内，

用冲击器上、下提升并旋转钻具搅拌，使水泥砂浆能到达钻孔深度；砂粒径为0.1mm的细砂，

水泥为PO.42.5，可掺入约0.6-1.2%的速凝剂以减少砂浆初凝时间，一般可先1%。冲击器上、

下提升并旋转钻具搅拌，一般搅拌2～3次即可。使水泥砂浆能到达钻孔深度。为防止水泥砂

浆堵塞冲击器，可用空气压缩机进行少量通风，也有助于水泥砂浆扩散，提高固壁效果。一

般通风管内径25-33mm，风流量一般控制在1.5m³/min-3m³/min，12m3/0.8MPA的空压机可以

同时带3台改造后的钻机，钻孔时主要用于冲击器的动力风量太大易造成孔壁破坏，风量太

小，扩散效果差。

[0026] 1.3扫孔：待水泥砂浆6初凝后，进行扫孔，扫孔完成后，继续钻进；

[0027] 1.4重复上述1、2、3操作，直至不塌孔层或基岩面；

[0028] 1 .5不塌孔层或基岩钻进：堆石钻进完毕后，进行不塌孔层或基岩钻进，可采用冲

击式钻进亦可采用取芯钻进。或根据常规方法或根据设计需求选择钻进方式。

[0029] 本发明通过水泥砂浆固壁代替套管护壁的方式，克服了偏心钻进后套管护壁跟进

及拔除的繁琐、设备功能单调及成本高、效率低、设备局限性大的缺陷，克服了变径法仅能

处理较少塌孔层，且不易操作的问题。水泥砂浆固壁法易于现场操作，不受塌孔层厚度限

制，提高施工效率，节约成本、减少材料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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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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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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