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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光纤光栅测量锚杆侧向受力的方

法是利用包括锚杆、锚杆锚固剂、光纤光栅、垫

板、光缆、锚杆锁紧装置、光缆、解调仪构成的测

量锚杆，并利用光纤光栅对所述测量锚杆的侧向

受力进行测量。本发明采用光纤光栅准确测得了

锚杆所受切向力的大小方向位置，解决了现有测

力锚杆仅能测量锚杆所受轴向力，提高了受力锚

杆测量精度的可靠性，为更好地了解锚杆在钻孔

中的受力情况，研究锚杆在岩层中的受力情况提

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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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光纤光栅测量锚杆侧向受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是利用包括锚

杆（1）、锚杆锚固剂（2）、光纤光栅（3）、垫板（4）、锚杆锁紧装置（5）、光缆（6）、解调仪（7）构成

的测量锚杆，并利用光纤光栅（3）对所述测量锚杆的侧向受力进行测量；

所述测量锚杆是锚杆（1）沿表面轴向截面互成120°加工三个凹槽，分别在每个凹槽中

设置一光纤光栅串，每根光纤光栅串上等距对应设置有五个光纤光栅（3），每根光纤上对应

光栅均在锚杆（1）的同一截面上，且每根光纤与解调仪（7）相连，然后用锚杆锚固剂（2）、垫

板（4）及锁紧装置（5）将光纤光栅串固定在凹槽中，构成受力测量锚杆；

所述受力测量锚杆的测量方法是按下列步骤进行的：

1）将所述受力测量锚杆置入岩层内，当受力测量锚杆受到切向力或者轴向拉力时，锚

杆（1）发生变形，设置在锚杆（1）凹槽中的光栅发生变化，其栅距发生变化导致中心波长变

化；

2）通过光纤将光信号传输到解调仪（7），通过解调仪（7）将信号进行解调分析，即获得

相应光纤光栅（3）位置锚杆（1）的应变情况；

3）获得锚杆所受轴向力时，锚杆受到轴向拉伸，即获得设置于锚杆上的光纤光栅（3）所

在位置的应变情况，后分别将每个光纤光栅（3）所获得应变情况取均值的一锚杆上一点的

应变 ，得截面应力 然后根据公式 ，即得锚杆（1）所受轴向力F，其中：E是锚

杆材质的弹性模量，S是锚杆的横截面面积；

4）获得锚杆（1）所受切向力时，根据光纤光栅（3）设置获得锚杆上五个截面三点的应变

量，后根据每个截面三点的应变量，获得锚杆在五个截面位置中心线的曲率半径，以及表示

该位置的弯曲方向角度，之后根据五个截面位置的弯曲情况判断锚杆（1）的切向方向受力

情况，并根据锚杆（1）所处于的状态，得到该状态下的挠度方程 ；

其中： 是锚杆在x位置锚杆切向变形量；再根据曲线的曲率半径方程

，将所得的五个截面位置的曲率半径以及 带入曲率半径方程，即得方程组求得锚杆（1）

受力的位置及其大小，再通过判断锚杆的弯曲方向的角度得到锚杆（1）所受切向力的方向。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光纤光栅测量锚杆侧向受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锚杆

（1）的制作方法是将一实心锚杆（1）沿轴向截面互成120°加工为三个相等的凹槽，并将三个

相等的凹槽打磨光滑，然后将相应的三条光纤光栅串整理平直置于打磨光滑的凹槽中，再

用AB胶将光纤光栅串固定。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光纤光栅测量锚杆侧向受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锚杆

（1）的凹槽结构是轴向近于封闭的矩形或圆型结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光纤光栅测量锚杆侧向受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锚杆

锚固剂（2）是树脂锚固剂。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光纤光栅测量锚杆侧向受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锚杆

（1）与光纤光栅（3）的固定是将光纤光栅（3）置于受力锚杆（1）的凹槽中，在五分钟之内将混

合后的AB胶填充于凹槽内的所有空间，之后静置10分钟初步凝固；同样对锚杆（1）的其他两

个凹槽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设置固定，然后将制作好的锚杆（1）置于干燥通风的地方静置

24小时以上，即可用于锚杆在钻孔中的受力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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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光纤光栅测量锚杆侧向受力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锚杆侧向受力检测方法，具体而言，是一种利用光纤光栅传感器

对锚杆侧向受力的测力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光纤光栅简称FBG，FBG传感器是20世纪90年代传感领域较好的发明创造，它是以

FBG为核心器件而产生的传感器产品，而FBG又是一种光纤无源器件，具有可靠性好、测量精

度高、能够进行实时监测、抗电磁干扰以及抗雷击等特点。因此，在石油行业、矿业及建筑结

构安全监测等领域，主要利用光纤光栅传感器替代老式的电信号传感器，在测力锚杆的领

域，光纤光栅传感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0003] 公开号为CN  203097917  U，公开了名称为“一种测力锚杆”，该发明采用沿锚杆开

两个对称的槽且各个槽内等距布置了六个应变片，且用外壳对应变片进行了保护，用于对

受力锚杆进行测力，但这种电阻应变片稳定性不够，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变形，特别是地矿

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测量不准确，可靠性不高。

[0004] 公开号为CN  106677812[1]A，公开了名称为“一种光纤光栅测力锚杆”，该发明采用

了光纤光栅传感器来测量锚杆的受力状况，其构成是将光纤光栅传感器设置于固定锚杆的

垫板上，根据垫板受到的挤压力来测量锚杆受到的拉拔力，该测力锚杆应用光纤光栅传感

器对受力锚杆进行测力，提高了传感器的稳定性，但是采用传感器数量少且设置在垫板上，

无法准确测量锚杆所受力的情况。

[0005] 公开号为CN  202690096  U，公开了名称为一种“光纤光栅测力锚杆”，该发明将一

对光纤光栅传感器设置于锚杆两侧，但设置数量少，结构简单，除了锚杆轴向应变情况外无

法获得锚杆弯曲的受力情况。

[0006] 上述采用现有监测锚杆结构对锚杆实现受力检测有一定的不足，因此寻求一种更

加完善的检测锚杆结构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发明内容

[0007] 基于上述现有对锚杆受力状况进行检测结构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光纤光

栅传感器测量锚杆受力的方法。

[0008] 本发明的具体测量方法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利用光纤光栅测量锚杆侧向受力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是利用包括

锚杆、锚杆锚固剂、光纤光栅、垫板、光缆、锚杆锁紧装置、光缆、解调仪构成的测量锚杆，并

利用光纤光栅对所述测量锚杆的侧向受力进行测量；

[0010] 所述测量锚杆是锚杆沿表面轴向截面互成120°加工三个凹槽，分别在每个凹槽中

设置一光纤光栅串，每根光纤光栅串上等距对应设置有五个光纤光栅，每根光纤上对应光

栅均在锚杆的同一截面上，且每根光纤与解调仪相连，然后用锚杆锚固剂、垫板及锁紧装置

将光纤光栅固定在凹槽中，构成受力测量锚杆；所述受力测量锚杆的测量方法是按下列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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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进行的：

[0011] 1）将所述受力测量锚杆置入岩层内，当受力测量锚杆受到切向力或者轴向拉力

时，锚杆发生变形，设置在锚杆凹槽中的光栅发生变化，其栅距发生变化导致中心波长变

化；

[0012] 2）通过光纤将光信号传输到解调仪，通过解调仪将信号进行解调分析，即获得相

应光纤光栅位置锚杆的应变情况；

[0013] 3）获得锚杆所受轴向力时，锚杆受到轴向拉伸，即获得设置于锚杆上的光纤光栅

所在位置的应变情况，后分别将每个光纤光栅所获得应变情况取均值的一锚杆上一点的应

变 ，得截面应力 然后根据公式 ，即得锚杆所受轴向力F，其中：E是锚杆材质

的弹性模量，S是锚杆的横截面面积；

[0014] 4）获得锚杆所受切向力时，根据光纤光栅设置获得锚杆上五个截面三点的应变

量，后根据每个截面三点的应变量，获得锚杆在五个截面位置中心线的曲率半径，以及表示

该位置的弯曲方向角度，之后根据五个截面位置的弯曲情况判断锚杆的切向方向受力情

况，并根据锚杆所处于的状态，得到该状态下的挠度方程 ；

[0015] 其中： 是锚杆在x位置锚杆切向变形量；再根据曲线的曲率半径方程

，将所得的五个截面位置的曲率半径以及 带入曲率半径方程，即得方程

组求得锚杆受力的位置及其大小，再通过判断锚杆的弯曲方向的角度得到锚杆所受切向力

的方向。

[0016] 进一步的技术特征如下。

[0017] 所述锚杆的制作方法是将一实心锚杆沿轴向截面互成120°加工为三个相等的凹

槽，并将三个相等的凹槽打磨光滑，然后将相应的三条光纤光栅串整理平直置于打磨光滑

的凹槽中，再用AB胶将光纤光栅串固定。

[0018] 所述AB胶是一种用于将光纤光栅固定于锚杆上并将锚杆上凹槽填充的特殊用胶。

[0019] 所述受力锚杆的凹槽结构是轴向近于封闭的矩形或圆型结构。

[0020] 所述锚杆与光纤光栅的固定是将光纤光栅置于受力锚杆的凹槽中，在五分钟之内

将混合后的AB胶填充于凹槽内的所有空间，之后静置10分钟初步凝固；同样对锚杆的其他

两个凹槽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设置固定，然后将制作好的锚杆置于干燥通风的地方静置24

小时以上，即可用于锚杆在钻孔中的受力测量。

[0021] 上述一种利用光纤光栅测量锚杆侧向受力方法的技术方案，用于煤矿井下锚杆受

力情况的测量，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采用光纤光栅传感器进行测量，提高了煤矿井下锚

杆受力情况测量精度的可靠性，且本发明利用光纤光栅传感器设置能够准确的得到锚杆所

受切向力大小方向以及受力位置等信息，解决了现有测力锚杆只能测量锚杆所受轴向力的

不足。因此，本发明能够有效的提高测力锚杆在使用中获得的数据量，以便更好的了解锚杆

在钻孔中的受力情况。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的光纤光栅锚杆的整体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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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2是本发明的光纤光栅锚杆的截面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锚杆开槽光纤布置示意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的光纤光栅锚杆在受到单一的点切应力的状况下的受力分析图。

[0026] 图中：1：锚杆；2：锚杆锚固剂；3：光纤光栅；4：垫板；5：锚杆锁紧装置；6：光缆；7：解

调仪。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0028] 实施本发明上述所提供的一种利用光纤光栅测量锚杆侧向受力的方法，该方法是

通过在锚杆上按照一定规律布置数个光纤光栅应变传感器来实现的，具体测量锚杆受力情

况是按以下步骤进行的：

[0029] 1）将一实心的锚杆1纵向表面互成120°加工三个凹槽，在其中布置三条光纤光栅3

串，每条光纤光栅串上等距布置五个光纤光栅然后用AB胶将其固定，然后利用锚固定剂2以

及垫板4将锚杆1固定在凹槽中。

[0030] 2）然后岩层跟锚杆1相接触，当岩层发生变化时给锚杆1作用力，从而导致锚杆1发

生形变。然后布置在锚杆1表面相应位置的光纤光栅3发生变化，其栅距发生变化导致中心

波长的变化。

[0031] 3）通过光纤以及铠装光缆6将光信号传输到解调仪7，通过解调仪7将信号进行解

调分析，根据公式 ，即可获得相应光纤光栅3位置锚杆1的应变情况，式中 为光纤

中反射光波长的变化量； 为应变与波长变化关系的系数。

[0032] 4）获得锚杆1所受到的轴向力的情况时，锚杆1受到轴向的拉伸，就可得到布置在

锚杆1上的光纤光栅3所在位置的应变情况，然后分别把每个光纤光栅3所得的应变情况取

均值然后获得锚杆上一点的应变 ，然后得截面应力 之后根据公式 ，即可

得锚1所受轴向力F，以上E为锚杆1材质的弹性模量，A为锚杆1的横截面面积。

[0033] 5）获得锚杆1所受切向力的情况时，根据光纤光栅3的布置可以得到，锚杆1上五个

截面的表面的三点的应变量。然后根据每个截面的三个点的应变量就可得到锚杆1在这五

个截面位置中心线的曲率半径 ，以及能表示该位置受力方向的角

度 。之后根据这五个截面位置的弯曲情况大致判断锚杆1切向方向

的受力情况，然后根据锚杆1所处于的状态确定挠度方程 。其中 为x位置锚

杆1切向变形量；锚杆两个固定端之间的长度；为受力位置到锚杆1上端的固定端的距离；

为受力位置到锚杆1下端的固定端的距离； 为锚杆1的弹性模量；为锚杆1截面的惯性

矩。再根据曲线的曲率半径方程 ，将 以及 带入

曲率半径方程即可得到方程组就可求得F，a，b。再根据之前的 就可

得到锚杆1所受到切向力方向。

[0034] 在上述实施方案中，锚杆1的制作方法是将一实心锚杆沿轴向截面互成120°加工

为三个相等的凹槽，并将三个相等的凹槽打磨光滑，然后将相应的三条光纤光栅串整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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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置于打磨光滑的凹槽中，再用AB胶将光纤光栅串固定。

[0035] 在上述实施方案中，所述受力锚杆1的凹槽结构是轴向近于封闭的矩形或圆型结

构。

[0036] 在上述实施方案中，所述锚杆锚固剂2是树脂锚固剂。

[0037] 在上述实施方案中，所述AB胶用于受力锚杆1与光纤光栅3固定是将光纤光栅3置

于受力锚杆1的凹槽中，在五分钟之内将混合后的AB胶填充于凹槽内的所有空间，之后静置

10分钟初步凝固；同样对锚杆1的其他两个凹槽采用相同的方法进行设置固定，然后将制作

好的锚杆1置于干燥通风的地方静置24小时以上，即可用于锚杆在钻孔中的受力测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0039] 参阅附图1、附图2，在锚杆1表面开槽并如附图2所示方式布置三根光纤光栅3串并

用AB胶将其固定，然后将其置于所测位置钻孔中并用锚杆锚固剂2以及垫板4、锚杆锁紧装

置5将其固定在钻孔中。

[0040] 然后如附图3受力分析图所示，锚杆1受到了一切应力F其为点应力。锚杆1受力发

生弯曲光纤光栅3的栅距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光的波长发生变化，该信号被光纤传输至解调

仪7记录并分析，从而得到每个光纤光栅3所在位置上锚杆1的应变情况。然后根据每个截面

上三个光纤光栅3位置的应变。

[0041] 根据每个截面上三个位置的应变情况可得到锚杆1在这五个截面位置的中性面弯

曲半径 以及其弯曲方向 ，由于该实例中已

知锚杆1所受力为单一的切向的点应力F。现场将根据这五个角度分析锚杆所受力的方向。

[0042] 然后根据附图3的受力分析图即可得到锚杆1受力弯曲的挠度方程为：

[0043]

[0044] 又有：

[0045] 式中E为锚杆1的弹性模量；I为该锚杆1截面的惯性矩；l为锚杆1两个固定端之间

的距离；a为锚杆1受力位置到锚杆1下侧固定端的距离且 。

[0046] 由于锚杆1所受为单一的点状切应力故靠近受力点位置的弯曲半径更小，故可知

中最小的两个即为距离锚杆1受力位置上下两侧最近的光栅布置

截面。这里我们取 为最小的两个。

[0047] 将 以及 带入上式，然后得一方程组。

[0048] 为两个光纤光栅3截面相对锚杆1的位置坐标。

[0049] 解此方程组即可得到该力F的大小，以及其施力点相对于锚杆1的位置坐标a，b。

[0050] 综合以上即可得到该锚杆1所受切向力F的大小F，水平方向 ，以及该锚杆1的受

力位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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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并且将所得的F、b带入之前的挠度方程更可以得到此时锚杆的挠度曲线，即为锚

杆此时的形状情况。

[005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8007619 B

7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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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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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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