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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锚头可扩式锚杆及其施

工方法，所述锚头可扩式锚杆包括锚头和杆体，

锚头通过轴承与杆体相连，杆体能够随着轴承转

动，套筒与支撑杆相连，支撑杆与可展骨架相连，

可展骨架与轴承相连，套筒和轴承之间的杆体上

设置弹簧。所述施工方法包含以下步骤：a、用锚

杆螺旋钻机钻设锚孔；b、锚杆预制；c、锚杆安插；

d、锚孔内注满浆液，锚杆安装完成；e、将托盘安

装在杆体尾部，令其挤压在锚杆插入的岩土体的

边坡；f、托盘末端外露的杆体一端安装螺栓，拧

紧，施工完毕。本发明操作便捷、牢固可靠；受拉

过程中能不断增强自身的抗拔能力；能有效地防

止锚杆脱离边坡土体，有利于维护边坡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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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锚头可扩式锚杆，其特征在于：包括锚头(1)和杆体(9)，所述锚头(1)通过轴承

(2)与杆体(9)相连，所述杆体(9)能够随着轴承(2)转动，所述杆体(9)上自右向左依次设置

螺栓(8)、托盘(7)和能沿杆体(9)轴向滑动的套筒(6)，所述套筒(6)与支撑杆(4)相连，所述

支撑杆(4)与可展骨架(3)相连，所述可展骨架(3)与轴承(2)相连，所述套筒(6)和轴承(2)

之间的杆体(9)上设置弹簧(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锚头可扩式锚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展骨架(3)分别与

轴承(2)、支撑杆(4)铰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锚头可扩式锚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筒(6)与支撑杆(4)

铰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锚头可扩式锚杆，其特征在于：所述轴承(2)包括外环

(21)、滚动珠(22)、内环(23)和卡槽(24)，所述外环(21)上设置卡槽(24)，所述外环(21)、内

环(23)之间设有滚动珠(22)。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锚头可扩式锚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动珠(22)的表面涂

覆防锈剂和润滑剂，所述套筒(6)与杆体(9)相对应的面上涂覆润滑剂。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锚头可扩式锚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展骨架(3)包含有

骨架卡头(31)、骨架杆体(32)和骨架头(33)，所述骨架杆体(32)的两端分别为骨架卡头

(31)、骨架头(33)，所述骨架卡头(31)卡入卡槽(24)内，所述骨架头(33)为尖锥形。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锚头可扩式锚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展骨架(3)、卡槽

(24)的数量为三个，所述卡槽(24)均匀间隔分布在轴承(2)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锚头可扩式锚杆，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杆(4)上设置销

钉(41)、溜槽(42)、销孔(43)，所述支撑杆(4)通过销钉(41)与可展骨架(3)铰接，且绕销钉

(41)法向转动，所述溜槽(42)的径直径是可展骨架(3)直径的1.2～1.4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锚头可扩式锚杆，其特征在于：所述套筒(6)侧面设置与

支撑杆(4)的销孔(41)相匹配的连接件(61)。

10.一种锚头可扩式锚杆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步骤：

a、钻设锚孔，锚孔直径大于锚头(1)闭合状态下的直径；

b、完成锚杆预制，在套筒(6)至锚头(1)段套入塑料管，杆体(9)尾部螺纹部分外露；

c、锚杆检查合格后，送入锚孔内，施加外力通过套筒(6)的挤压使锚头可扩式锚杆不完

全扩张；

d、锚孔内注满浆液，锚杆安装完成；

e、将托盘(7)安装在杆体(9)尾部，令其挤压在锚杆插入的岩土体的边坡；

f、托盘(7)末端外露的杆体(9)一端安装螺栓(8)，拧紧，施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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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锚头可扩式锚杆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岩土岩土工程设备及其施工方法，具体为一种锚头可扩式锚杆及其施

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锚杆是巷道工程、地下工程、采矿工程等基坑的主要支护形式，也是边坡开挖过程

的主要支撑形式。为避免地层的变形引起的坍塌或不稳定通常采用锚杆加固形式。在锚杆

支护过程中，充分利用原始土体和岩体的自稳定性来获得加固效果，锚杆的高强度抗拉能

力使得岩土体的稳定性更加牢固。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  105822331  A”涉及公开了一种增阻让压锚杆，该发明中锚杆可

以随围岩发生大变形受到拉伸而逐级伸长。但问题在于：(1)杆体不能保证与岩土体的作用

力足以使杆体被拉长；(2)插销两边受力不均会导致杆体倾斜，不利于锚杆结构发挥作用。

[0004] 在目前的工程应用中，锚杆的应用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对于岩土体边坡滑动

问题引起的位移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措施，现在的锚杆不能根据坡体的变化适时调整。目前

采用的锚杆存在一定的缺陷：(1)土体变形导致锚杆的松动，降低了其锚固作用；(2)抵抗滑

移能力不足；(3)抗拔能力差。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操作便捷、牢固可靠的锚头可扩式锚杆，本发

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抗拔能力强的锚头可扩式锚杆的施工方法。

[0006] 技术方案：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锚头可扩式锚杆，包括锚头和杆体，锚头通过轴承与

杆体相连，杆体能够随着轴承转动，杆体上自右向左依次设置螺栓、碗状的托盘和能沿杆体

轴向滑动的套筒，套筒与支撑杆相连，支撑杆与可展骨架相连，可展骨架与轴承相连，套筒

和轴承之间的杆体上设置弹簧。

[0007] 可展骨架分别与轴承、支撑杆铰接。套筒与支撑杆铰接。套筒侧面设置与支撑杆的

销孔相匹配的连接件。

[0008] 轴承包括外环、滚动珠、内环和卡槽，外环上设置卡槽，确保可展骨架可以移动，外

环、内环之间设有滚动珠。滚动珠的表面涂覆防锈剂和润滑剂，保证滚动珠可任意方向转

动，套筒与杆体相对应的面上涂覆润滑剂。可展骨架包含有骨架卡头、骨架杆体和骨架头，

骨架杆体的两端分别为骨架卡头、骨架头，骨架卡头卡入卡槽内，骨架头为尖锥形，在可展

骨架展开时，能锐利的刺入土体，增强与土体的咬合作用。可展骨架、卡槽的数量为三个，卡

槽均匀间隔分布在轴承上，即以轴承为外切圆的正三角形的三个角上。

[0009] 支撑杆上设置销钉、溜槽、销孔，支撑杆通过销钉与可展骨架铰接，且绕销钉法向

转动，溜槽的径直径是可展骨架直径的1.2～1.4倍，锚杆施工时可展骨架可隐藏于溜槽，能

够降低锚头结构的复杂性，方便钻入土体。

[0010] 弹簧由高强度金属材料制成，弹簧强度大于杆体强度，在套筒运行时起到缓冲作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10565648 A

3



用，避免套筒沿杆体滑动时力度不均、速度变化等造成支撑杆和可展骨架的突然破坏。套筒

为光滑面，并涂刷润滑剂，其直径稍大于杆体的直径，便于滑动。

[0011] 上述锚头可扩式锚杆的施工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0012] a、用锚杆螺旋钻机钻设锚孔，锚孔直径大于锚头闭合状态下的直径；

[0013] b、完成锚杆预制，在套筒至锚头段套入塑料管，避免土体落入致使杆体锈蚀，杆体

尾部螺纹部分外露；

[0014] c、锚杆检查合格后，送入锚孔内，施加外力通过套筒的挤压使锚头可扩式锚杆不

完全扩张；

[0015] d、锚孔内注满浆液，锚杆安装完成；

[0016] e、将托盘安装在杆体尾部，令其挤压在锚杆插入的岩土体的边坡；

[0017] f、托盘末端外露的杆体一端安装螺栓，拧紧，施工完毕。

[0018] 工作原理：锚杆安插进入土体后，拧紧锚杆张拉至预应力。初始施工时，将锚杆锚

头的可展骨架扩张开，直至骨架头尖端触及锚孔孔壁；灌浆后的初始锚固力增强。后期当岩

土体产生位移后，锚杆会受到拉力弯折，在强拉力作用下，套筒会沿着杆体向锚头方向滑

动，随着套筒距离轴承的距离在缩短，可展骨架与支撑杆继续被慢慢扩开，锚头的扩展持续

增强了锚杆的加固效果。当岩土体边坡变形持续或边坡位移变形过大时，需要人工施加外

力拧紧螺栓，杆体随着螺栓转动，因为轴承的存在使得锚杆杆体转动并向锚尾方向移动，杆

体逐渐被拉紧，套筒在钻孔内由于阻力被卡住，锚头逐渐靠近套筒，此时杆体在土体中的距

离缩短，可展骨架与支撑杆继续扩展，锚头的扩展程度继续增大，大大加强锚杆的抗滑移能

力；当锚头可扩式装置全部展开时，锚杆的抗拔能力达到最大。

[0019] 有益效果：本发明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显著性特点：

[0020] 1、操作便捷、牢固可靠，受拉过程中能不断增强自身的抗拔能力；

[0021] 2、能有效地防止锚杆脱离边坡土体，有利于维护边坡稳定性；

[0022] 3、设置高强度金属制成的弹簧，在套筒运行时起到缓冲作用，避免套筒在杆体滑

动时力度不均、速度变化等造成支撑杆和可展骨架的突然破坏；

[0023] 4、施工时可展骨架可隐藏于溜槽，有利于降低锚头结构的复杂性，方便钻入土体；

[0024] 5、骨架头设计为尖锥形，在可展骨架展开时，能锐利的刺入土体，有利于增强与土

体的咬合作用。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的工作状态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轴承2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可展骨架3、支撑杆4的连接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套筒6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说明书附图所示的方向为上、下、左、右。

[0031] 如图1～2，锚头可扩式锚杆包括锚头1、轴承2、可展骨架3、支撑杆4、弹簧5、光滑套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10565648 A

4



筒6、托盘7、八角螺栓8和杆体9；圆锥形锚头1通过可旋转的轴承2与锚杆杆体9相连接，杆体

9可随着轴承2转动；可展骨架3的一端铰接与轴承2上，可展骨架3的中间位置与支撑杆4铰

接，共计安装三根可展骨架3，分别分布在以轴承(2)为外切圆的正三角形的三个角上；支撑

杆4一端与可展骨架3铰接，另一端与套筒6铰接；套筒6装在杆体9上，可沿杆体9轴向滑动；

由高强度金属材料制成的弹簧5套在杆体9上，位于套筒6和轴承2之间，在套筒6运行时起到

缓冲作用；托盘7碗状，位于杆体9尾部，托盘7的内螺纹与杆体9的外螺纹相适应；八角螺栓8

的内螺纹与杆体9的外螺纹相适应。

[0032] 如图3，轴承2包括外环21、滚动珠22、内环23和卡槽24。轴承2的外环21带有三个与

可展骨架3的球体卡头31相对应的卡槽24，确保可展骨架3可以移动；轴承2的外环21与内环

23含有与滚动珠22大小相适应的凹口，内部添加防锈剂、润滑剂等改良液体，保证滚动珠22

可任意方向转动。

[0033] 如图4，可展骨架3包含有骨架卡头31、骨架杆体32和骨架头33。骨架头33设计为尖

锥形，在可展骨架3展开时，能锐利的刺入土体，增强与土体的咬合作用。支撑杆4包括销钉

41、溜槽42、销孔43。支撑杆4一端通过销钉41与可展骨架3的骨架杆体32铰接，且可绕销钉

43法向转动；溜槽42的径直径是可展骨架3直径的1.2～1.4倍，锚杆施工时可展骨架3可隐

藏于溜槽42。

[0034] 本发明的锚头可扩式锚杆的施工步骤为：

[0035] (1)锚杆螺旋钻机钻设锚孔，锚孔直径大于锚杆锚头闭合状态下的直径；

[0036] (2)锚杆制作：锚杆预制完成，在锚杆的套筒6至锚头1段套入塑料管，避免土体落

入致使杆体锈蚀，锚杆尾部螺纹部分外露；

[0037] (3)锚杆安插：锚杆检查合格后，送入孔内，施加外力通过套筒6的挤压使锚杆锚头

自扩装置不完全扩张；

[0038] (4)锚孔内注满浆液，锚杆安装完成；

[0039] (5)将托盘7安装在杆体9尾部，令其挤压在锚杆插入的岩土体的边坡；

[0040] (6)托盘7末端外露的杆体9一端安装八角螺栓8拧紧，施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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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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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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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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