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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区钻进技术与装备专题
【 编者按】 煤矿区钻探工程在矿井建设、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ꎬ服务于煤炭资源勘探、井巷掘进、煤层气地面
开发 / 煤矿瓦斯井下抽采、各类灾害防治等ꎮ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ꎬ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在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等项目的支持下ꎬ我国煤矿区地面、井下钻探技术取得显著进步ꎬ配套装备能力水平不断提升ꎬ最具代表性的
是煤矿井下大功率定向钻进技术装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ꎬ创造了沿煤层定向钻进最大孔深 ２ ３１１ ｍ 的世界
纪录ꎮ 随着我国煤矿开采深度逐年增加、开采范围不断扩大ꎬ钻探工程对防范煤矿瓦斯、水害等事故ꎬ促进煤矿
安全生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保障作用ꎮ 为交流推广近年来煤矿区钻探工程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新装备ꎬ
我刊与中国煤炭学会钻探工程专业委员会联合ꎬ于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策划了“ 煤矿钻进技术与装备” 专题ꎬ邀请行
业知名专家、学者撰稿ꎬ报道了地面煤层气开发井、大直径救援孔等钻进技术装备新进展及工程实践ꎻ井下顶板
岩层、中硬煤层、松软突出煤层中不同用途的各类钻孔施工新技术ꎮ 本次专题征稿 ８３ 篇ꎬ共录用 ３６ 篇ꎬ限于版
面ꎬ本期刊登 １５ 篇ꎬ其余 ２１ 篇将择期刊登ꎬ敬请关注ꎮ

我国煤矿区钻进技术装备发展与应用
石智军ꎬ刘建林ꎬ李泉新
(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ꎬ陕西 西安

摘

７１００７７)

要:基于“ 十一五” 期间以来地面、井下钻进技术装备取得的代表性成果ꎬ总结了煤矿区煤层气

( 煤矿瓦斯) “ 时空一体化” 高效开发模式ꎻ介绍了地面、井下钻进技术装备的最新发展现状ꎬ结合现场
应用分析了地面远端对接井、井下大直径及超长定向孔配套钻进技术装备的特点与应用前景ꎻ最后针
对煤矿区生产需求ꎬ进一步剖析了煤矿井下钻进施工面临的问题ꎬ提出煤矿区钻进技术装备发展方
向ꎬ以期为煤矿区钻进技术装备的研发应用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煤矿区ꎻ钻进技术装备ꎻ地面远端对接井ꎻ井下定向钻进ꎻ大直径工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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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科学技术
空一体化” 高效开发模式ꎬ如图 １ 所示ꎮ

言

煤矿区钻探工程在煤矿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ꎬ服务于煤炭资源地面勘探、煤层气地面开发 / 煤
矿瓦斯井下抽采、井下灾害防治等ꎮ 经过数十年的

发展ꎬ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在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等项目的支持下ꎬ我国煤矿区地面、井下钻进技术
取得显著进步ꎬ配套装备能力水平不断提升ꎬ形成了
相对完备的钻进技术装备体系 [１－５] ꎮ

图１

目前ꎬ煤矿区地面、井下钻探工程以煤层气开

Ｆｉｇ.１

发 / 煤矿瓦斯抽采为主要应用领域ꎬ其次在煤矿水害
防治、隐蔽致灾地质因素探查、煤矿应急救援、工程
孔施工等领域应用也较为普遍ꎬ所配套的钻进技术
装备数量及相应的钻进工程量占比最大ꎬ基本代表
了煤矿区钻探技术装备的发展水平ꎮ

煤矿区煤层气开发 / 煤矿瓦斯抽采具有增加清

洁能源供给、保障煤矿安全生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等多重效益ꎬ国家高度重视煤矿区煤层气( 煤矿瓦

煤矿区“ 时空一体化” 高效开发模式示意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 时空一体化” 高效开发模式在时间上包含区

域超前、掘采前和回采过程中 ３ 个阶段ꎬ在空间上包
含本煤层与煤层顶板 ２ 种抽采空间、地面与井下 ２

种作业空间 [１０－１１] ꎬ具体组合为:①在地面利用各类

钻井进行煤层气区域超前开发ꎻ②在井下利用本煤
层钻孔进行煤矿瓦斯掘采前预抽ꎻ③在地面、井下利

ꎮ

用采动井、顶板高位孔进行工作面回采卸压瓦斯抽

矿瓦斯) 的主要途径ꎬ由于我国煤层赋存地质条件

手段包括地面远端对接井、多分支水平井、Ｌ 型井、

复杂、盆地原型及构造样式多变ꎬ使煤层气成藏地质

井下本煤层超长定向孔、顶板大直径高位定向孔等ꎮ

条件与国外有很大差别ꎬ开发难度大ꎬ国外现有的以

２

斯) 的开发利用ꎬ 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政 策

[６]

在煤矿区ꎬ地面钻井和井下钻孔是开发煤层气( 煤

地面开发为主的煤层气开发模式和技术在国内不能

采ꎮ “ 时空一体化” 高效开发模式采用的典型技术

地面煤层气开发井钻进技术装备
我国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将煤层气( 煤矿瓦

完全适应ꎮ 长期以来ꎬ行业相关科技工作者积极探
索适合我国自身煤层特点的煤层气开发道路ꎬ实行

斯) 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勘探评价研究ꎬ而利用地面

煤层气地面开发与煤矿瓦斯井下抽采相结合的方

钻井开发煤层气是基于常规天然气开发技术ꎬ在借

式ꎬ走煤层气与煤炭协调开发的道路

[７－９]

ꎮ

笔者基于“ 十一五” 期间以来地面、井下钻进技
术装备取得的系列成果ꎬ总结了煤矿区煤层气( 煤

鉴和引进美国的煤层气地面钻井、完井技术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１２] ꎮ 在煤矿区ꎬ主要利用垂直井和多分

支水平井ꎬ结合套管( 筛管) 完井、裸眼洞穴完井、套

矿瓦斯) “ 时空一体化” 高效开发模式ꎬ介绍了地面

管射孔压裂完井等工艺技术进行地面煤层气开发ꎻ

煤层气开发井钻进、煤矿井下随钻测量定向钻进、煤

在配套装备上ꎬ起初以石油钻机和水井钻机为主ꎬ随

矿区大直径孔钻进技术装备的最新发展及典型应用

后陆续引进了多种型号国外先进的煤层气钻机ꎬ具

情况ꎬ并剖析了地面、井下钻进施工面临的问题ꎬ提
出煤矿区钻进技术装备发展方向ꎮ

１

煤矿区煤层气( 煤矿瓦斯) “ 时空一体化”
高效开发模式
“ 十一五” 期间以来ꎬ国家高度重视煤层气开发

利用的科技创新工作ꎬ在“ 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

发”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科技计划项目的支持下ꎬ
煤矿区煤层气开发钻进技术装备取得了系列新进
展ꎬ据此总结提出了煤矿区煤层气( 煤矿瓦斯) “ 时
２

有代表性的有美国雪姆公司 ＴＸＤ 系列钻机、德国宝
峨公司 ＲＢ 型钻机和瑞典阿特拉斯 －科普柯公司 ＲＤ

系列钻机ꎬ它们在自动化、钻进效率、安全可靠性、移
运性等方面均较成熟ꎮ
２.１

地面远端对接井钻进技术及应用

“ 十一五” 期间ꎬ针对煤矿区地面煤层气开发面

临的井型、成井方法单一难题ꎬ提出了对接点两侧带
分支的远端对接井新井型ꎬ如图 ２ 所示ꎮ 它由 １ 口

目标垂直井与 １ 口或多口水平连通井组成ꎬ其中目

标垂直井在目标煤层段造洞穴ꎬ水平连通井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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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中长距离延伸后与目标垂直井洞穴连通形成远

础上ꎬ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成功研制

继续钻进一定长度ꎬ根据需要在对接点两侧施工分

车载机 [１５] ꎬ实现了远端对接井关键钻进装备国产

端( 一般井口距离大于 ５００ ｍ) 对接井ꎬ主井过洞穴

支井ꎮ 开发了远端对接井钻进成井工艺 [１３－１４] ꎬ并根

了 ＺＭＫ５５３０ＴＺＪ６０ 型 和 ＺＭＫ５５３０ＴＺＪ１００ 型 全 液 压
化ꎬ该型钻机的特点是:设计有多种保护功能、多冗

据不同类型目标煤储层的特点ꎬ研究了裸眼完井、筛

余度的电液控制系统ꎻ配套的双速马达回转装置通

管完井、填砂完井、分段压裂完井等多种对接井完井

孔直径大ꎬ转速与额定转矩可调节范围大ꎬ能够适应

工艺ꎬ解决了易坍塌、碎软及低渗复杂煤储层完井难

多种工艺要求ꎻ设计配备的液压卸扣大钳具有丝扣

题ꎬ形成了对接井系列完井工艺技术体系ꎮ

保护功能ꎬ增设了气液双动大钳和移动式强力大钳ꎬ
解决了机载卸扣器加持范围小、不能拧卸大直径钻
具和套管、钻进不到位不能中途拧卸钻杆等问题ꎬ能
够满足多种规格钻具拧卸要求ꎮ
与此同时ꎬ国内多家企业针对煤层气地面开发
需 要 研 制 多 种 型 号 的 车 载 钻 机ꎬ 代 表 性 机 型 有

ＣＭＤ１００ 型、 ＣＭＤ１００Ｔ 型 和 ＣＭＤ１５０Ｔ 型 车 载 ( 拖

车 ) 钻 机ꎬ ＴＭＣ９０ 型 和 ＴＭＣ１３５ 型 车 载 钻 机ꎬ

图２

Ｆｉｇ.２

对接点两侧带分支的远端对接井

Ｒｅｍｏｔ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ｅ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ｎ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地面远端对接井及配套钻进技术装备首先在山

ＳＭＪ５５１０ＴＺＪ１５ / ８００Ｙ 和 ＳＭＪ５５１０ＴＺＪ２５ / １０００Ｙ 型车
载钻机ꎬＨＭＣ － ８００ 型车载钻机等ꎮ 然而ꎬ虽然我国
的地面煤层气井配套国产化钻机有了长足进步、具

备了一定的生产能力ꎬ但附属装备如高性能空压机、
高精度导向随钻测量系统等仍需加紧研发ꎮ
２.３

地面远端对接井钻进技术装备的其他应用
地面远端对接井丰富了煤矿区煤层气地面开发

西晋城矿区潘庄井田进行了工业性试验ꎬ建成了我
国煤矿区第一个高产的远端对接井( ＳＨ － Ｕ２ / Ｕ３) ꎬ

井型ꎬ配套钻进技术与装备为煤矿区煤层气开发提

最高日产气量达到了 ２. １ 万 ｍ ꎮ 随后地面远端对

供了技术装备支持ꎬ在煤矿区煤层气地面超前开发

接井及配套钻进技术装备在多个煤层气勘探开发工

中具有广阔应用前景ꎮ 此外ꎬ地面远端对接井钻进

程中得到推广应用ꎬ相继建成了多个不同类型的远

技术装备还被推广用于煤矿水害地面防治工程ꎬ施

３

端对接井组( 包括 Ｕ 形远端对接井、Ｖ 形远端对接

工透水事故堵水救援孔、水文地质勘探孔及底板注

郭南 Ｕ 形对接井组ꎬ它位于晋城矿区潘庄井田ꎬ目标

文地质补勘工程中利用远端对接井钻进技术装备施

井、多井连通远端对接井等) 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浆加固改造孔等ꎮ 典型实例包括:在骆驼山煤矿水

层为 １５ 号煤层ꎬ井组所在区域的煤层厚度为 １.０８ ~

工了 ２ 口定向孔ꎬ成功钻探到透水点ꎬ解决了常规钻

５.４５ ｍꎬ平均厚度为 ２.６７ ｍꎮ 郭南 Ｕ 形对接井组的

进技术装备无法准确钻至预设靶区的难题ꎬ提高了

７７１.４５ ｍꎬ对接点两侧共施工了 ４ 个分支井ꎬ煤层段

利用远端对接井钻进技术装备成功施工了 ４ 个救援

目标垂直井与水平连通井井口之间的平面间距为

钻孔的利用率ꎻ在峰峰集团黄沙矿透水事故救援中

总进尺 ２ ０８３.５３ ｍꎻ采用滑套分段压裂方式完井ꎻ投

堵水孔ꎬ成功钻穿井下巷道ꎬ其中ꎬ单孔最大骨料注

高日产气量达到了 ３.２ 万 ｍ ３ ꎬ是沁水盆地 １５ 号煤层

挥了积极作用ꎮ

产排采 ３ 个月后日产气量达到了 ２.０ 万 ｍ ꎬ后期最
３

第一个高产的远端对接井ꎬ其良好的产气效果ꎬ为进

一步推广应用远端对接井钻完井工艺技术奠定了
基础ꎮ
２.２

地面煤层气开发国产钻机装备
针对我国煤矿区煤层气地面钻井开发配套车载

钻机国产化不足的难题ꎬ基于远端对接井施工工艺
特点ꎬ在消化吸收国外车载钻机先进设计思想的基

入量达到了 １２ ７００ ｍ ３ ꎬ为堵水救援赢得了时间ꎬ发

３

煤矿井下随钻测量定向钻进技术装备
井下水平定向长钻孔是进行瓦斯高效抽采、顶

板超前疏排水、底板隔水层注浆加固以及隐蔽致灾
地质因素探查等的有效技术手段ꎬ我国自主研究、应

用煤矿井下随钻测量定向钻进技术装备已有 １０ 余

年的时间ꎬ在保障煤矿安全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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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ꎬ煤矿井下随钻测量定向钻进普遍采
用有线随钻测量系统ꎬ实施连续滑动定向钻进工艺ꎬ
即钻进过程中保持钻杆柱不回转ꎬ在钻机动力头带
动下滑动给进ꎬ单纯依靠孔底单弯螺杆马达驱动钻
头回转碎岩钻进、连续造斜ꎬ典型的轨迹控制方法是

第 ４６ 卷

装备具备了施工顶底板岩层大直径定向钻孔的能力ꎬ最
大成孔深度达到了 １ ０００ ｍ 以上ꎬ发展了顶板岩层大直

径定向长钻孔井下采动抽采模式ꎬ为上隅角瓦斯超限治

理、高效抽采采动卸压瓦斯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１７] ꎮ

矿用无线随钻测量技术仪器使煤矿井下定向钻

每间隔 ３ ｍ 或 ６ ｍ 调整一次造斜工具的指向( 即工

进摆脱了对通缆式钻具的依赖ꎬ研究形成了异形钻

然而ꎬ随着应用范围的拓展ꎬ连续滑动定向钻进工艺

定向钻进技术ꎬ拓展了定向钻进技术装备的适用范

自身固有的技术局限性逐渐显现:实钻轨迹弯曲严

围ꎬ在软硬互层、易坍塌等复杂煤岩层中钻进成孔取

具面向 角) ꎬ 通 过 中 心 通 缆 式 钻 具 传 输 测 量 信 号ꎮ

重、通缆钻杆辅助排渣能力差、定向工作量大ꎮ
３.１

煤矿井下定向钻进技术装备新发展

“ 十二五” 期间ꎬ针对煤矿井下本煤层超长定向

杆( 包括三棱钻杆、螺旋钻杆等) 无线随钻测量复合

得突破ꎬ复杂煤层中最大成孔深度达到了 ４００ ｍꎬ复
杂岩层中最大成孔深度达到了 ５００ ｍꎮ

此外ꎬ煤矿井下无线随钻测量复合定向钻进技

孔和顶板岩层大直径定向孔施工难题ꎬ开发了复合

术装备也用于顶板探放水、底板隔水层注浆加固、隐

定向钻进工艺ꎬ革新了井下定向钻孔轨迹控制模式ꎻ

蔽致灾因素探查等定向钻孔施工中ꎮ

发展了井下随钻测量技术仪器ꎬ成功开发了矿用防

４

爆型泥浆脉冲和电磁波 ２ 种无线随钻测量系统ꎬ实

现了随钻测量信号由有线传输到无线传输的跨越ꎻ
研制了大功率定向钻进装备

[１６]

ꎮ

大功 率 钻 机 额 定 输 出 转 矩 达 到 了

煤矿区大直径孔钻进技术装备
煤矿区大直径孔广泛用于矿井建设、生产及安

全领域 [１８] ꎬ其中地面大直径孔特指从地面施工、与

井下巷道或硐室等构筑物相连通的钻孔ꎬ如图 ３ 所

１５ ０００ Ｎｍꎬ解决井下大直径、深孔定向钻进装备

示ꎬ其终孔直径为 ４５０ ~ １ ３００ ｍｍꎬ依据用途可进一

系统ꎬ满足了复合定向钻进工艺要求ꎮ 大功率泥浆

道孔等) 和应急救援孔( 包括逃生孔、强排水孔等) ꎻ

了井下定向钻进压力、流量负载自适应控制难题ꎮ

平孔ꎬ 用于管道铺设 ( 包括通风管道、 瓦斯抽采管

能力不足的难题ꎬ配套多逻辑保护功能的新型液压

泵车具备 １２ ＭＰａ 高压ꎬ４６０ Ｌ / ｍｉｎ 输出能力ꎬ解决
同时ꎬ矿用小口径防爆型泥浆脉冲无线随钻测量系
统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ꎬ采用一体式脉冲信

步细分为工程孔( 包括瓦斯管道孔、电缆孔、降温管
井下大直径孔一般指终孔直径 ２００ ｍｍ 以上的近水

道、排水管道等) 、透巷救援( 用于给养、排水、逃生
等) 及瓦斯抽采等ꎮ

号发生器解决了小型化难题ꎬ实现了井下 ９０ ~ ３００

４.１

输ꎬ并得到了推广应用ꎮ

孔常用钻进工艺包括泥浆正循环钻进、扩孔ꎬ空气潜

３.２

孔锤正循环钻进、扩孔ꎬ空气潜孔锤反循环钻进、扩

Ｌ / ｍｉｎ 小排量条件下泥浆脉冲信号长距离 稳 定 传
煤矿井下定向钻进技术装备的应用

地面大直径孔钻进技术装备
按照循环介质类型、循环方式不同ꎬ地面大直径

煤矿井下随钻测量定向钻进新技术装备首先在

孔ꎬ下排渣扩孔等ꎮ 泥浆正循环钻进、扩孔具有地层

晋城矿区得到成功应用ꎬ随后逐步推广到其他矿区ꎮ

适应性强、工艺相对简单等优势ꎻ但其钻进、扩孔效

煤矿井下复合定向钻进工艺克服了连续滑动定向钻

率较低ꎬ扩孔级数多ꎬ需要的钻机能力大ꎬ且在钻孔

进工艺固有的局限性ꎬ实钻轨迹平滑ꎬ孔内钻具运动

与井下构筑物贯通时泥浆涌入井下空间ꎬ易产生次

摩擦阻力小ꎬ有利于充分发挥大功率定向钻进装备

生灾害ꎮ 空气潜孔锤正循环钻进、扩孔时高频冲击、

的优势ꎬ大幅提升了煤矿井下近水平定向长钻孔的

体积碎岩ꎬ效率高ꎬ孔内压力小ꎬ适应漏失地层钻进ꎻ

成孔能力和效率ꎬ 一次成 孔 直 径 由 ９８ ｍｍ 增 大 到

１２０ ｍｍꎬ将我国煤矿井下顺煤层定向孔最大孔深纪
录由 １ ２１２ ｍ 提高了 ２ ３１１ ｍꎬ同时创造了新的世界
纪录ꎬ逐步形成了 ２ ０００ ｍ 超长定向枝状钻孔群本

其缺点是不适应钻进富水性强的地层ꎬ口径变大后ꎬ
排渣所需注气量增大ꎮ 空气潜孔锤反循环钻进、扩
孔的排渣通道过流断面较小ꎬ上返排渣所需注气量
小、风速高ꎬ适应大直径孔钻进、扩孔ꎬ同时ꎬ能够避

煤层预抽新工艺ꎬ为掩护巷道安全快速掘进、走向长

免高速上返气流对孔壁的冲刷、扰动ꎬ利于穿过裂

距离工作面高效预抽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ꎮ

隙、破碎地层ꎮ 下排渣扩孔适应结构稳定、富水性弱

４

煤矿井下复合定向钻进工艺配套大功率定向钻进

的地层ꎬ它解决了排渣难的问题ꎬ钻进效率高ꎬ但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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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ꎬ提高了岩层扩孔效率ꎬø３５３ ｍｍ 岩层孔平均机
械扩孔效率达到了 ３０ ｍ / ｈꎮ

５
５.１

煤矿区钻进技术装备成果与发展方向
钻进技术装备成果

煤层气地面开发井 / 煤矿瓦斯井下抽采钻孔引

领着煤矿区钻进技术装备的发展ꎬ“ 十一五” 期间以

来取得了系列新进展ꎬ总结出了“ 时空一体化” 高效
开发模式ꎬ形成了配套钻进技术体系ꎮ 地面远端对
接井钻进技术装备丰富了煤矿区煤层气地面开发方
式ꎬ工程实践取得良好效果ꎮ 煤矿井下随钻测量定
向钻进技术装备发展迈入新阶段ꎬ无线随钻测量复
合定向钻进技术配合大功率钻进装备的施工能力大

Ｆｉｇ.３

图３

幅提升ꎬ实现了 ２ ０００ ｍ 以上本煤层超长定向枝状
典型地面大直径孔结构示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ｌａｒｇｅ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ｈｏ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孔形成的岩屑落入井下巷道ꎬ需要井下有完善的运

钻孔群和顶板岩层大直径定向长钻孔高效成孔ꎮ 煤

矿区地面井下大直径孔钻进技术装备取得实质性进
步ꎬ施工能力、效率明显提升ꎮ
５.２

钻进技术装备发展方向

渣和排水系统ꎬ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考虑选用ꎮ

地面远端对接井钻进技术装备潜在优势明显ꎬ

基于空气潜孔锤反循环钻进、扩孔的潜在优势ꎬ

未来需完善配套车载钻机规格系列ꎬ满足不同施工

研究发展了集束式潜孔锤反循环钻进技术装备ꎬ利

条件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ꎬ进一步扩大其应用范围ꎮ

用空气潜孔锤高频冲击、体积碎岩提高钻进、扩孔效

煤矿井下定向钻进技术因具有显著的优势而得

率ꎬ采用双壁钻杆实施反循环工艺解决排渣难题ꎮ

到了广泛应用ꎬ在煤矿安全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为实现空气潜孔锤快速钻进过程中实时监测实钻轨
迹ꎬ提 高 成 孔 质 量 和 中 靶 精 度ꎬ 开 发 了 抗 震 ＥＭ －
ＭＷＤ 电磁波测斜仪ꎬ其信号传输不受循环介质类

型影响ꎮ 钻机装备方面ꎬ研制了 ３０ ０００ Ｎｍ 车载
钻机ꎬ提升力 １ ０００ ｋＮꎬ能够满足大直径潜孔锤反循

环钻进施工需要ꎮ 目前ꎬ国内 ø５８０ / ３１１ ｍｍ 型大直
径集束式潜孔锤的实钻深度达到了 ２９５ ｍꎬ与常规
技术相比ꎬ钻进、扩孔效率显著提高ꎮ

要的作用ꎮ 目前ꎬ井下生产活动对大直径( ø２００ ｍｍ

以上) 定向钻孔的施工需求不断增加ꎬ “ 先导 定 向
孔 ＋多级扩孔” 成孔方法的固有局限性逐渐显现ꎬ提

出了一次快速成大直径定向孔的新需求ꎮ 旋转导向
是目前定向钻进中最先进的轨迹控制技术ꎬ它在钻
具连续回转状态下实现轨迹控制ꎬ大幅提高了钻进
能力和速度ꎬ克服了滑动导向轨迹质量差、孔内净化
效果差及延伸能力受限等缺陷ꎬ在井下一次成大直

煤矿区地面大直径孔配套钻机装备以石油钻

径定向孔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ꎬ是井下定向钻进

机、水井钻机及车载全液压钻机等为主ꎮ 在国内ꎬ进

技术的发展方向ꎮ 在定向钻进配套装备方面ꎬ大型

口德国宝峨钻机配套装备系统在矿井应急救援孔施

化发展、钻进参数定量化趋势明显ꎬ决定井下定向钻

工中得到了成功应用ꎮ

进装备将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ꎮ 而井下碎软煤中长

４.２

钻孔施工一直是未能很好解决的世界性难题ꎬ随着

井下大直径孔钻进技术装备

煤矿区井下大直径孔普遍采用“ 先导孔 ＋ 多级

扩孔 ” 方 式 成 孔ꎬ 一 般 配 套 选 用 转 矩 不 低 于

１２ ０００ Ｎｍ的大功率钻进装备系统ꎮ 针对近水平

大直径孔排渣难题ꎬ多采用螺旋钻杆辅助排渣ꎬ目

电磁波无线随钻测量技术的发展完善ꎬ空气螺杆马
达定向钻进在碎软煤层中施工长钻孔将是井下定向
钻进技术的另一个发展方向ꎮ
地面大直径孔钻进施工始终需面对含煤岩系地

前ꎬ直径 ø６５０ ｍｍ 井下工程孔最大钻进深度达到了

层复杂、孔壁稳定性差的客观条件ꎬ未来需针对复杂

孔锤扩孔钻具系统和集束式潜孔锤正 / 反扩孔钻具

水条件下的大直径潜孔锤反循环施工技术ꎮ

７５ ｍ [１９] ꎮ 针对顶底板岩层大直径孔ꎬ开发了单体潜

地层开发安全高效成孔技术装备ꎬ研究适应地层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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