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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巷道围岩控制的膨胀

锚固锚杆及其使用方法，属于巷道围岩控制技术

领域，可解决现有锚杆支护使用较多树脂锚固药

卷存在的向钻孔内顶推锚杆困难，树脂和固化剂

搅拌不均匀，松软或破碎围岩条件下容易发生锚

杆沿着孔壁岩体脱黏失效等锚固性能较差以及

干扰掘进速度的问题。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

仅使用一支长度为0.35m的树脂药卷锚固剂，安

装时向钻孔内顶推锚杆阻力小，容易施工操作，

利用锚固锚杆的麻花状的端头可以将树脂药卷

锚固剂中的树脂和固化剂搅拌均匀，而且在搅拌

结束5分钟后即可对锚杆施加初始预紧力，实现

对巷道围岩的及时支护，使支护工序紧跟掘进工

序，不干扰掘进速度，实现巷道快速掘进的工程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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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巷道围岩控制的膨胀锚固锚杆，其特征在于：所述膨胀锚固锚杆包括呈麻

花状的端头（1）和中空的螺纹杆体（3），端头（1）的一端与螺纹杆体（3）的一端固定连接，螺

纹杆体（3）的另一端设有端尾丝扣（6），螺纹杆体（3）的内部设有中空孔（2），表面设有螺纹

（5），螺纹杆体（3）的两侧分别设有若干出料孔（4），所述出料孔（4）相对螺纹杆体（3）的轴线

对称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巷道围岩控制的膨胀锚固锚杆，其特征在于：所述膨

胀锚固锚杆的长度L为1.6-2.4m，端头的长度为0.3m，螺纹杆体的长度为1.3-2.1m，螺纹杆

体的外径为18mm，内径为6mm，螺纹的高度为1.2mm，螺纹的螺距为9mm；中空的螺纹状杆体尾

部长度为0.05m范围加工成可拧接螺母和膨胀材料注入管路的外丝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巷道围岩控制的膨胀锚固锚杆，其特征在于：所述端

头由长×宽×高=30×28×9mm的钢片顺时针方向扭转180°×3=540°形成麻花状。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巷道围岩控制的膨胀锚固锚杆，其特征在于：出料孔

的间距为100mm，出料孔的直径为6mm，端尾丝扣的长度为0.05m。

5.一种用于巷道围岩控制的膨胀锚固锚杆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如下步

骤：

第一步，使用钻机在待锚固的岩体内打设钻孔，钻孔的孔径为30mm，孔深为（L-0.05）m，

钻孔排渣干净；

第二步，向钻孔内放入一支型号为K2335的快速型树脂药卷锚固剂，用膨胀锚固锚杆的

麻花状的端头将树脂药卷锚固剂顶推到钻孔底，在膨胀锚固锚杆尾部的外露端连接锚杆钻

机，旋转膨胀锚固锚杆，搅拌树脂药卷锚固剂并将膨胀锚固锚杆推入到钻孔底，使膨胀锚固

锚杆尾部的端尾丝扣部分留在钻孔外；

第三步，将封孔塞和托盘的中心孔依次穿过膨胀锚固锚杆的外露端，将托盘压紧封孔

塞后，再安装与锚杆外露端的端尾丝扣配套的螺母，通过拧紧螺母给膨胀锚固锚杆施加初

始预紧力；

第四步，在膨胀锚固锚杆的外露端连接与其端尾丝扣配套的膨胀锚固材料注入管路，

按照膨胀锚固材料与水的质量比为0.7：0.3配制膨胀锚固材料浆液，开启与注入管路连接

的注入泵，将膨胀锚固材料浆液通过中空的螺纹杆上的中空孔和出料孔注入膨胀锚固锚杆

与钻孔壁之间的封闭空间；

第五步，当注入泵的工作压力达到0.5MPa时，锚杆与钻孔壁之间的封闭空间已被膨胀

锚固材料浆液充满，拆除连接在锚杆外露端的注入管路，用木塞塞紧中空的螺纹杆体上的

中空孔，防止膨胀锚固材料浆液流出；

第六步，用清水清洗膨胀锚固材料的注入管路和注入泵；

第七步，待膨胀锚固材料浆液注入结束8小时后，再次通过拧紧螺母给锚杆二次施加预

紧力；

第八步，按照上述步骤对需要锚固的巷道围岩逐孔进行膨胀锚固锚杆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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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巷道围岩控制的膨胀锚固锚杆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巷道围岩控制技术领域，具有涉及一种用于巷道围岩控制的膨胀锚固

锚杆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巷道是井工矿井开展采掘生产活动过程中发挥通风、行人、运输等功能的重要通

路，相当于人体内的血管，在服务期间必须保持其安全畅通。巷道掘进破坏了煤岩层经过亿

万年形成的原有平衡状态，因此，必须在巷道掘出后，及时选取合理的支护方式与支护参

数，形成有效的支护结构，改善巷道围岩的受力状况，同时充分调动发挥围岩的自承载能

力，控制巷道围岩的有害变形，保障其在服务期间处于安全状态。

[0003] 通过对已有巷道支护理论与技术的调研可知，锚杆是目前煤矿巷道使用最主要的

支护方式之一。锚杆支护技术是在需要支护的围岩体内钻孔，使用一定的粘结材料作为锚

固剂，将锚杆与钻孔壁岩体粘结为一体，从而借助锚杆杆体的抗拉特性约束被支护岩体向

巷道空间内的挤出变形，实现围岩控制。目前煤矿井下使用的锚固材料主要为树脂锚固剂，

该树脂锚固剂将树脂胶泥和固化剂分别装在具有两个腔体的密封袋内，形成具有一定直径

和长度的树脂锚固药卷。使用时，先将一定数量的树脂锚固药卷放入打设好的钻孔内，然后

将锚杆伸入钻孔内接触到树脂锚固药卷，在锚杆尾部连接锚杆钻机，向钻孔内顶推锚杆的

同时带动锚杆快速转动，利用快速转动的锚杆把钻孔内树脂锚固药卷的两个腔体的塑料包

装薄膜袋顶破，并将原来分别装在两个腔体内的树脂和固化剂搅拌在一起，充填在锚杆与

钻孔壁之间的空隙内，待锚固材料粘结固化后，在钻孔口依次安装托盘、螺母，并通过拧紧

螺母对锚杆的杆体施加预紧力。

[0004] 煤矿井下使用的锚杆长度一般为2m左右，为了使锚杆与孔壁岩体具有较高的粘结

强度，一般需要使用较多的树脂锚固药卷，因此会造成以下问题：（1）向钻孔内顶推锚杆困

难，往往需要至少两名工人合力向钻孔内推入锚杆，工人劳动强度大，而且在顶推锚杆的过

程中，操作人员容易从锚杆钻机上滑脱，存在安全隐患；（2）树脂和固化剂搅拌不均匀，加之

较多的药卷塑料包装薄膜袋被裹入锚固材料内，粘结性能低于设计要求，且容易形成锚固

空洞；（3）当孔壁岩体比较松软或破碎时，快速旋转的锚杆使孔壁岩体进一步破碎，造成锚

固剂与孔壁岩体界面上的粘结性能较差，施加预紧力或者服务期间容易出现锚杆沿着孔壁

岩体脱黏失效的现象。因此，工程技术人员一直在探索能够克服上述困难的可替代的新型

锚固方法。

[0005] 在公开文献中可以获得公开号为“CN  205297608  U  一种新型液压膨胀式可回收

锚杆”，该方法的锚固原理是利用液压使锚杆顶部的瓣状套管和锚杆中部的环形支板膨胀

撑开，锚杆与钻孔壁岩体之间产生机械摩擦力，从而实现对围岩的锚固作用。该方法虽然不

使用树脂锚固材料，具有锚杆可回收的优点，但是锚杆的机械装置较多、操作要求精细，在

狭小隐蔽的钻孔空间内，安装操作比较困难，而且锚杆仅靠顶部和中部的两个机械膨胀点

提供轴向摩擦力，锚杆的受力可靠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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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公开号为“CN  109139069  A  一种主动膨胀式管缝锚杆及其制备和使用”，该方法

的锚固原理是利用放置于管缝锚杆内部的自膨胀装置将管缝锚杆前端膨胀张开形成三瓣

式结构，该三瓣式结构成为锚杆沿其轴向提供锚固作用的受力点。该方法的自膨胀装置主

要包括内装膨胀剂的药筒和套在药筒上的保护筒，使用前需要将主动膨胀式管缝锚杆置于

水中浸泡或淋水，使水进入膨胀剂内。该方法虽然利用了膨胀剂的膨胀作用为管缝锚杆提

供受力点，但是存在两个缺点：其一，膨胀剂发生水化作用产生足以膨胀张开管缝锚杆前端

三瓣式结构的膨胀力至少需要等待30-50分钟，从而使得该锚杆安装后不能立即施加预紧

力，不仅造成巷道围岩揭露后在等待时间内得不到及时的支护作用，而且支护工序不能紧

跟掘进工序，会干扰掘进速度，制约实现快速掘进；其二，安装前需要将主动膨胀式管缝锚

杆置于水中浸泡或淋水，浸泡时长或淋水量完全依靠施工人员的经验把握，主观因素影响

较大，从而使得进入膨胀剂中的水量不可控，造成膨胀剂在不同水灰比条件下的膨胀性能

不同，影响锚固效果。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上述情况，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现有锚杆支护使用较多树脂锚固

药卷存在的向钻孔内顶推锚杆困难；树脂和固化剂搅拌不均匀，松软或破碎围岩条件下容

易发生锚杆沿着孔壁岩体脱黏失效等锚固性能较差以及干扰掘进速度的问题。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用于巷道围岩控制

的膨胀锚固锚杆及其使用方法。

[0009] 一种用于巷道围岩控制的膨胀锚固锚杆，结构包括：呈麻花状的端头和中空的螺

纹杆体，端头的一端与螺纹杆体的一端连接，螺纹杆体的另一端设有端尾丝扣，螺纹杆体的

内部设有中空孔，表面设有螺纹，螺纹杆体的两侧分别设有若干出料孔，所述出料孔相对螺

纹杆体的轴线对称设置。

[0010] 所述膨胀锚固锚杆的长度L为1.6-2.4m。

[0011] 所述端头的长度为0.3m，端头由长×宽×高=30×28×9mm的钢片顺时针方向扭转

180°×3=540°形成麻花状。

[0012] 所述螺纹杆体的长度为1.3-2.1m，螺纹杆体的外径为18mm，内径为6mm，螺纹的高

度为1.2mm，螺纹的螺距为9mm，中空螺纹状杆体尾部长度为0.05m范围加工成可拧接螺母和

膨胀材料注入管路的外丝扣。

[0013] 所述出料孔的间距为100mm，出料孔的直径为6mm。

[0014] 一种用于巷道围岩控制的膨胀锚固锚杆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使用钻机在待锚固的岩体内打设钻孔，钻孔的孔径为30mm，孔深为（L-0.05）m，

钻孔排渣干净；

第二步，向钻孔内放入一支型号为K2335的快速型树脂药卷锚固剂，用膨胀锚固锚杆的

麻花状的端头将树脂药卷锚固剂顶推到钻孔底，在膨胀锚固锚杆尾部的外露端连接锚杆钻

机，旋转膨胀锚固锚杆，搅拌树脂药卷锚固剂并将膨胀锚固锚杆推入到钻孔底，使膨胀锚固

锚杆尾部的端尾丝扣部分留在钻孔外；

第三步，将封孔塞和托盘的中心孔依次穿过膨胀锚固锚杆的外露端，将托盘压紧封孔

塞后，再安装与锚杆外露端的端尾丝扣配套的螺母，通过拧紧螺母给膨胀锚固锚杆施加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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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预紧力；

第四步，在膨胀锚固锚杆的外露端连接与其端尾丝扣配套的膨胀锚固材料注入管路，

按照膨胀锚固材料与水的质量比为0.7：0.3配制膨胀锚固材料浆液，开启与注入管路连接

的注入泵，将膨胀锚固材料浆液通过中空的螺纹杆上的中空孔和出料孔注入膨胀锚固锚杆

与钻孔壁之间的封闭空间；

第五步，当注入泵的工作压力达到0.5MPa时，锚杆与钻孔壁之间的封闭空间已被膨胀

锚固材料浆液充满，拆除连接在锚杆外露端的注入管路，用木塞塞紧中空的螺纹杆上的中

空孔，防止膨胀锚固材料浆液流出；

第六步，用清水清洗膨胀锚固材料的注入管路和注入泵；

第七步，待膨胀锚固材料浆液注入结束8小时后，再次通过拧紧螺母给锚杆二次施加预

紧力；

第八步，按照上述步骤对需要锚固的巷道围岩逐孔进行膨胀锚固锚杆安装。

[0015] 所述锚杆安装钻孔的直径为30mm，长度为（L-0.05）m，使用锚杆钻机打设。

[0016] 所述K2335树脂药卷锚固剂为煤矿常用的快速型树脂药卷锚固剂，药卷的直径为

23mm，长度为35mm，安装搅拌时间为10-15秒，凝结固化时间为5分钟。

[0017] 所述膨胀锚固材料为膨胀剂，主要成分为熟石灰，是一种由多种无机物制作而成

的具有膨胀性能的灰色粉状材料，膨胀锚固材料与水的最佳质量配比为0.7：0.3。

[0018] 所述封孔塞材料为橡胶，圆台形，高度为10mm，圆台上截面的直径为26mm，下截面

的直径为36mm，安装孔的直径为18mm，具有封闭钻孔口防止膨胀锚固材料流出和居中锚杆

的作用。

[0019] 所述托盘为长×宽×高=150×150×16mm的Q235金属平托盘，中间开直径为20mm

的锚杆安装孔。

[0020] 所述螺母为与本发明膨胀锚固锚杆丝扣配套的螺母，螺母外径为30mm，内径为

18mm，高度为15mm。

[0021] 所述膨胀锚固材料注入管路为与注入泵连接，且连接套与本发明膨胀锚固锚杆丝

扣配套的高压橡胶软管。

[0022] 所述膨胀锚固材料注入泵为气动注浆泵，要求泵压可以达到0.5MPa。

[0023] 所述木塞为圆柱状的可封堵本发明所述膨胀锚固锚杆中空孔的木质材料。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仅使用一支长度为0.35m的K2335快速型树脂药卷锚固剂，安

装锚杆时向钻孔内顶推树脂药卷锚固剂的阻力小，容易施工操作，利用锚杆的麻花状的端

头可以将树脂药卷锚固剂中的树脂和固化剂搅拌均匀，而且在搅拌结束5分钟后即可对锚

杆施加初始预紧力，满足快速安装要求，实现对巷道围岩的及时支护，使支护工序紧跟掘进

工序，不干扰掘进速度，实现巷道快速掘进的工程效益。

[0025] 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在锚固锚杆与钻孔壁之间的封闭空间内注入膨胀锚固

材料，从而在锚杆与钻孔壁之间形成的膨胀锚固环厚度为6mm，环状的膨胀锚固材料水化反

应后凝结固化为具有一定强度的弹性柱体，同时膨胀体积增大对锚杆杆体和钻孔壁岩体施

加径向挤压作用，这样不仅可以增大锚固界面的粘结作用力，提高锚固界面的粘结摩阻力

和锚杆的极限抗拔力，增强锚固效果，不会出现锚杆沿着孔壁岩体脱黏失效的问题；而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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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不破坏钻孔壁岩体完整性的情况下，通过径向挤压作用压密钻孔周围被锚固岩体内部

原有的节理、裂隙等天然结构面，提高孔壁周围被锚固岩体的粘聚力、内摩擦角等物理力学

性质，调动发挥岩体的自身承载能力，有利于支护结构和巷道围岩保持稳定。

[0026] 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在锚杆的麻花状端头使用树脂药卷锚固剂锚固，在螺纹

状杆体范围使用与水反应后可产生径向膨胀作用的膨胀材料锚固，实现了粘结+膨胀综合

作用的全长复合锚固，锚杆实现全长锚固，并分为树脂粘结内锚固段和膨胀外锚固段两部

分，其中树脂内锚固段提供预紧力和初锚力，膨胀外锚固段提供膨胀力和二次锚固力，不仅

可以克服只使用端头锚时非锚固段围岩因沿杆体轴向仅受单一压缩作用力而向孔内空隙

变形破坏，而且可以使整个锚固系统既受预紧力产生的轴向压缩作用，又受膨胀材料产生

的径向膨胀挤压作用，强化了锚固范围岩体的强度，更有利于围岩保持稳定状态。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膨胀锚固锚杆的结构示意图；

图2为图1的A-A向剖视图；

图3为本发明的膨胀锚固锚杆的安装示意图；

图4为图3的B-B向剖视图；

图5为本发明的封孔塞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的托盘的结构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的实施步骤示意图；

其中：1、端头；2、中空孔；3、螺纹杆体；4、出料孔；5、螺纹；6、端尾丝扣；7、树脂锚固材

料；8、膨胀锚固材料；9、封孔塞；10、托盘；11、螺母；12、钻孔；13、树脂药卷锚固剂；14、锚固

材料注入管路；15、木塞。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通过实施例对本申请进行说明，实施例中给出的说明属于本申请所给出技术

方案的一种实施方式，并不限定本申请的应用。

[0029] 一种膨胀锚固锚杆沿其轴向的杆体长度L=1.6-2.4m，沿其轴向的杆体分为麻花状

端头、中空螺纹状杆体两部分，杆体的两部分由Q235碳素结构钢一体锻造而成。其中麻花状

端头的长度L1=0.3m，由长×宽×高=30×28×9mm的钢片顺时针方向扭转180°×3=540°形

成麻花状，用于搅拌树脂锚固药卷，实现快速锚固安装和及时施加预紧力。中空螺纹状杆体

的长度L2=L-L1=1.3m-2.1m，中空螺纹状杆体的外径Φ1=18mm，螺纹状杆体表面的螺纹用于

增大锚杆与膨胀锚固材料接触界面上的机械摩擦力和抗滑动剪切力，螺纹高度为1.2mm，螺

距为9mm；中空螺纹状杆体的中空孔的直径Φ2=6mm，沿中空螺纹状杆体轴向每间隔100mm布

置一组对穿的直径Φ3=6mm的出料小孔，中空螺纹状杆体的中空孔用于注入膨胀锚固材料，

出料小孔用于使膨胀锚固材料进入锚杆与钻孔壁之间的封闭空间；中空螺纹状杆体尾部长

度为0.05m的范围加工成可拧接螺母和膨胀材料注入管路的外丝扣。

[0030] 一种用于巷道围岩控制的膨胀锚固锚杆的使用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第一步，使用钻机在需要被锚固的岩体内打设安装锚杆的钻孔，钻孔的孔径为30mm，孔

深为（L-0.05）m，钻孔排渣干净；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1828067 A

6



第二步，向钻孔内放入一支型号为K2335的快速型树脂药卷锚固剂，用膨胀锚固锚杆的

麻花状端头将树脂药卷锚固剂顶推到孔底，在膨胀锚固锚杆尾部的外露端连接锚杆钻机，

旋转锚杆搅拌树脂药卷锚固剂并将锚杆推入到孔底，使锚杆尾部的0.05m长的外丝扣部分

留在孔外；

第三步，将封孔塞和托盘的中心孔依次穿过锚杆外露端，将托盘压紧封孔塞后，再安装

与锚杆外露端丝扣配套的螺母，通过拧紧螺母给锚杆施加初始预紧力。若被锚固的巷道围

岩为煤体，给锚杆施加初始预紧力至螺母的扭矩为50N·m；若被锚固的巷道围岩为煤层以

外的岩体，给锚杆施加初始预紧力至螺母的扭矩为80N·m；

第四步，在锚杆的外露端连接与其丝扣配套的膨胀锚固材料注入管路，按照水灰比为

0.7：0.3配制适量膨胀锚固材料浆液，开启与注入管路连接的注入泵，将膨胀锚固材料浆液

通过中空螺纹状杆体上的中空孔和出料小孔注入锚杆与钻孔壁之间的封闭空间；

第五步，当注入泵的工作压力达到0.5MPa时，锚杆与钻孔壁之间的封闭空间已被膨胀

锚固材料浆液充满，拆除连接在锚杆外露端的注入管路，用木塞塞紧中空螺纹状杆体上的

中空孔，防止膨胀锚固材料浆液流出；

第六步，用清水清洗膨胀锚固材料的注入管路和注入泵；

第七步，待膨胀锚固材料浆液注入结束8小时后，再次通过拧紧螺母给锚杆二次施加预

紧力。若被锚固的巷道围岩为煤体，给锚杆施加预紧力至螺母的扭矩为100N·m；若被锚固

的巷道围岩为煤层以外的岩体，给锚杆施加预紧力至螺母的扭矩为150N·m；

第八步，按照上述步骤对需要锚固的巷道围岩逐孔进行膨胀锚固锚杆安装。若被锚固

的巷道围岩为煤体，膨胀锚固锚杆安装孔的间距与排距均为0.8m；若被锚固的巷道围岩为

煤层以外的岩体，膨胀锚固锚杆安装孔的间距与排距均为0.9m。

[0031] 本发明有效解决使用较多树脂锚固药卷存在的向钻孔内顶推锚杆困难，树脂和固

化剂搅拌不均匀，松软或破碎围岩条件下容易发生锚杆沿着孔壁岩体脱黏失效等锚固性能

较差的问题，同时又能在锚杆安装后立即施加预紧力，满足快速安装要求，1`11使支护工序

紧跟掘进工序，不干扰掘进速度，实现巷道快速掘进的工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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