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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包括螺
一种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吸能锚杆，
母、
垫圈、
托板、
杆体及锚头，
所述螺母、
垫圈及托
板依次套装在杆体一端 ，锚头固装在杆体另一
端，
杆体划分为锚固段和非锚固段，
锚固段杆体
直接与锚固剂接触进行锚固胶结，
在非锚固段的
杆体上包覆套装有锚固剂隔离套，
锚固剂隔离套
外表面与直接与锚固剂接触进行锚固胶结，
锚固
剂隔离套内表面与杆体之间接触面进行润滑减
摩处理；
杆体非锚固段穿越结构面或潜在爆坑位
置；
当锚固长度大于单根杆体的长度时 ，
通过转
接套管对若干单根杆体进行串联组合，
对于穿越
结构面或潜在爆坑位置的单根杆体全部划分为
非锚固段。
本发明在未降低吸能锚杆技术指标前
提下，
制造难度和制造成本更低，
现场施工方案
简易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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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吸能锚杆，
包括螺母、垫圈、托板、杆体及锚头，
所述螺母、
垫圈及托板依次套装在杆体一端，
所述锚头固装在杆体另一端，
其特征在于：
所述杆体划分
为锚固段和非锚固段，
锚固段的杆体直接与锚固剂接触进行锚固胶结，
在非锚固段的杆体
上包覆套装有锚固剂隔离套，
锚固剂隔离套的外表面直接与锚固剂接触进行锚固胶结，
锚
固剂隔离套的内表面与杆体之间的接触面进行润滑减摩处理；
所述锚固剂隔离套采用热塑
管或胶布；
当锚固长度大于单根杆体的长度时，
通过转接套管对若干单根杆体进行串联组
合，
对于穿越结构面或潜在爆坑位置的单根杆体，
该单根杆体全部划分为非锚固段；
所述杆
体采用螺纹钢中空锚杆或横肋钢中空锚杆；
所述锚头采用涨壳式锚头或直接采用螺母作为
锚头。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吸能锚杆，
其特征在于：
所述杆体的
非锚固段穿越结构面或潜在爆坑位置。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吸能锚杆，
其特征在于：
所述锚固剂
采用树脂或砂浆。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吸能锚杆，
其特征在于：
所述杆体还
可采用螺纹钢锚杆、
螺纹钢筋、
横肋钢锚杆或横肋钢筋。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吸能锚杆，
其特征在于：
所述锚头直
径大于杆体直径。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吸能锚杆，
其特征在于：
当所述杆体
采用螺纹钢中空锚杆或横肋钢中空锚杆时，
锚头采用涨壳式锚头，
锚固剂采用砂浆；
当所述
杆体采用螺纹钢锚杆、螺纹钢筋、横肋钢锚杆或横肋钢筋时，
直接采用螺母作为锚头，
锚固
剂采用砂浆或树脂，
且在锚头上加装有尖头塑料套，
用于降低插入砂浆时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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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吸能锚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矿山及工程巷道支护技术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
吸能锚杆。
背景技术
[0002] 在深部开采和地下工程中，
巷道处于高地压环境下会呈现出显著的大变形特点，
特别是具有冲击危险的煤层巷道，
冲击地压发生的瞬间会释放出大量的弹性压缩能，
很有
可能使普通锚杆突然拉断，
致使巷道顶板迅速下沉，
而巷道底板快速鼓起，
甚至导致整个巷
道闭合，
最终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设备财产的损失。
[0003] 为此，
本领域技术人员设计和研发了种类繁多的吸能锚杆，
当被加固围岩受到冲
击载荷作用时，
吸能锚杆可在保持一定承载力的情况下产生较大变形，
而不至于导致吸能
锚杆被破坏，
从而可以继续支护已产生松动和破裂的岩体。
[0004] 但是，
目前吸能锚杆的设计已经走向了一条结构复杂化的道路，
大量的吸能锚杆
在结构设计方案上变得越来越复杂，
不但导致吸能锚杆的制造难度和制造成本越来越高，
而且吸能锚杆的现场施工方案也越来越繁琐，
因此这些采用结构复杂化设计的吸能锚杆难
以被工程现场所接受，
大多只能沦为“纸面方案”。
[0005] 由于现阶段的吸能锚杆设计已经落入结构复杂化的惯性思维中，
导致这些吸能锚
杆的可应用性变得越来越差，
因此必须跳出传统惯性思维而走向结构精简化设计道路，
在
不降低吸能锚杆技术指标的前提下，
要尽可能的提高吸能锚杆的可应用性，
同时还要大幅
度降低吸能锚杆的制造难度和制造成本，
并使吸能锚杆的现场施工方案回归简易方便。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本发明提供一种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吸能锚杆，
在未
降低吸能锚杆技术指标的前提下，
将吸能锚杆的制造难度和制造成本降低到普通锚杆的水
平，
使吸能锚杆的可应用性达到工程现场可接受的水平，
特别是吸能锚杆的现场施工方案
参照普通锚杆即可，
使吸能锚杆的现场施工方案回归到简易方便的程度。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吸能锚
杆，
包括螺母、
垫圈、
托板、
杆体及锚头，
所述螺母、
垫圈及托板依次套装在杆体一端，
所述锚
头固装在杆体另一端，
其特点是：
所述杆体划分为锚固段和非锚固段，
锚固段的杆体直接与
锚固剂接触进行锚固胶结，
在非锚固段的杆体上包覆套装有锚固剂隔离套，
锚固剂隔离套
的外表面与直接与锚固剂接触进行锚固胶结，
锚固剂隔离套的内表面与杆体之间的接触面
进行润滑减摩处理。
[0008] 所述杆体的非锚固段穿越结构面或潜在爆坑位置。
[0009] 所述锚固剂隔离套采用热塑管或胶布。
[0010] 所述锚固剂采用树脂或砂浆。
[0011] 所述杆体采用螺纹钢锚杆、
螺纹钢筋、螺纹钢中空锚杆、横肋钢锚杆、横肋钢筋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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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肋钢中空锚杆。
[0012] 所述锚头采用涨壳式锚头或直接采用螺母作为锚头。
[0013] 所述锚头直径大于杆体直径。
[0014] 当所述杆体采用螺纹钢中空锚杆或横肋钢中空锚杆时，
锚头采用涨壳式锚头，
锚
固剂采用砂浆；
当所述杆体采用螺纹钢锚杆、螺纹钢筋、横肋钢锚杆或横肋钢筋时，
直接采
用螺母作为锚头，
锚固剂采用砂浆或树脂，
且在锚头上加装有尖头塑料套，
用于降低插入砂
浆时的阻力。
[0015] 当锚固长度大于单根杆体的长度时 ，
通过转接套管对若干单根杆体进行串联组
合。
[0016] 对于穿越结构面或潜在爆坑位置的单根杆体，
该单根杆体全部划分为非锚固段。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8] 本发明的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吸能锚杆，
在未降低吸能锚杆技术指标的前提下，
将吸能锚杆的制造难度和制造成本降低到普通锚杆的水平，
使吸能锚杆的可应用性达到工
程现场可接受的水平，
特别是吸能锚杆的现场施工方案参照普通锚杆即可，
使吸能锚杆的
现场施工方案回归到简易方便的程度。本发明首次在吸能锚杆领域实现了化繁为简，
且反
其道而行的采用了结构精简化设计思维，
在其他支护领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吸能锚杆(单体式)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一种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吸能锚杆(组合式)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实施例中的大变形吸能锚杆的载荷-位移曲线图。
[0022] 图中，
1—螺母，
2—垫圈，
3—托板，
4—杆体，
5—锚头，
6—锚固剂，
7—锚固剂隔离
套，
8—转接套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24] 如图1所示，
一种结构精简化的大变形吸能锚杆，
包括螺母1、垫圈2、托板3、杆体4
及锚头5，
所述螺母1、
垫圈2及托板3依次套装在杆体4一端，
所述锚头5固装在杆体4另一端，
所述杆体4划分为锚固段和非锚固段，
锚固段的杆体4直接与锚固剂6接触进行锚固胶结，
在
非锚固段的杆体4上包覆套装有锚固剂隔离套7，
锚固剂隔离套7的外表面与直接与锚固剂6
接触进行锚固胶结，
锚固剂隔离套7的内表面与杆体4之间的接触面进行润滑减摩处理。
[0025] 所述杆体4的非锚固段穿越结构面或潜在爆坑位置。
[0026] 所述锚固剂隔离套7采用热塑管或胶布。
[0027] 所述锚固剂6采用树脂或砂浆。
[0028] 所述杆体4采用螺纹钢锚杆、
螺纹钢筋、
螺纹钢中空锚杆、
横肋钢锚杆、
横肋钢筋或
横肋钢中空锚杆。
[0029] 所述锚头5采用涨壳式锚头或直接采用螺母作为锚头。
[0030] 所述锚头5直径大于杆体4直径。
[0031] 当所述杆体4采用螺纹钢中空锚杆或横肋钢中空锚杆时，
锚头5采用涨壳式锚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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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固剂6采用砂浆；
当所述杆体4采用螺纹钢锚杆、螺纹钢筋、横肋钢锚杆或横肋钢筋时，
直
接采用螺母作为锚头5，
锚固剂6采用砂浆或树脂，
且在锚头5上加装有尖头塑料套，用于降
低插入砂浆时的阻力。
[0032] 如图2所示，
当锚固长度大于单根杆体4的长度时，
通过转接套管8对若干单根杆体
4进行串联组合。
[0033] 对于穿越结构面或潜在爆坑位置的单根杆体4，
该单根杆体4全部划分为非锚固
段。
[0034] 以长度为2000mm的杆体4为例，
杆体4采用材质为HRB300的螺纹钢锚杆，
杆体4直径
为22mm，
直接采用两枚螺母作为锚头5，
锚固剂6采用砂浆，
锚固剂隔离套7采用热塑管，
锚固
剂隔离套7的内表面与杆体4之间的接触面采用干油润滑。
[0035] 一共进行了3组试验，
在第一组试验中，
杆体4上的锚固段长度设为1300mm，
非锚固
段长度设为700mm；
在第二组试验中，
杆体4上的锚固段长度设为700mm，
非锚固段长度设为
1300mm；
在第三组试验中，
杆体4上的锚固段长度设为1700mm，
非锚固段长度设为300mm。
[0036] 在第一组试验中，
峰值载荷达到235kN，
非锚固段的杆体4产生的最大变形量达到
210 .35mm，
其吸收的能量达到44 .37kJ。
[0037] 在第二组试验中，
峰值载荷达到238kN，
非锚固段的杆体4产生的最大变形量达到
318 .05mm，
其吸收的能量达到64 .86kJ。
[0038] 在第三组试验中，
峰值载荷达到241kN，
非锚固段的杆体4产生的最大变形量达到
442 .3mm，
其吸收的能量更是达到了95 .69kJ，
具体的载荷-位移曲线图如图3所示。
[0039] 特别是第三组试验，
已经充分说明其性能指标已经达到同类别采用结构复杂化设
计的吸能锚杆水平，
但却将吸能锚杆的制造难度和制造成本降低到普通锚杆的水平，
并且
使吸能锚杆的可应用性达到工程现场可接受的水平，
吸能锚杆的现场施工方案也回归到简
易方便的程度。
[0040] 实施例中的方案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
凡未脱离本发明所为的等
效实施或变更，
均包含于本案的专利范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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