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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抗冲击吸能让压锚索锚

固装置及其方法，属地下工程支护技术领域。装

置包括锚索、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金属保护套

筒、缓冲橡胶垫板、收缩吸能盒、W形可伸展变形

材料及弹性树脂填充剂填充与金属保护套筒，通

过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在金属保护套筒内移动，

具有大变形让压和抗冲击让压吸能的双重工作

效能。在围岩发生变形时，通过滑动式异形锁具

滑移，W形伸展变形材料及弹性树脂填充剂压缩

变形让压，使收缩吸能盒挤压变形吸收巷道围岩

变形破坏释放的变形能量，有效防止锚索发生突

发性破断，维持围岩与支护结构的稳定及使用安

全，满足深埋高应力巷道、冲击地压巷道的支护

要求，具有吸能让压、结构合理、安装便捷等优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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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冲击吸能让压锚索锚固装置，包括经锚固剂（18）固定在锚索孔（15）内的锚索

（1），其特征在于：所述锚索（1）位于锚索孔（15）入口段为扩孔段（16），所述的扩孔段内设有

底部穿过锚索（1）的金属保护套筒（11），金属保护套筒（11）的外端面呈压扣在孔口的围岩

（17）上的环形盘，所述的金属保护套筒（11）内设有依次套装在锚索（1）上的弹性材料层、收

缩吸能盒（8）、缓冲橡胶垫板（6）和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所述金属保护套筒（11）的外端

内孔中开有多个使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在金属保护套筒（11）内滑动的轨道滑槽；

所述的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包括含有多个平头齿的棱形基盘，所述棱形基盘上的

每个平头齿内均设有弹性滑移组件，所述的弹性滑移组件包括楔形套（3）、多个钢珠（4）、滑

块（5）、弹出式锁止器（13）和弹簧（14），所述的多个钢珠（4）通过弹性树脂填充剂设在平头

齿的凹槽内，所述的滑块（5）一端经弹出式锁止器（13）和弹簧（14）固定在平头齿的凹槽内，

另一端经弹出式锁止器（13）挤压弹簧（14）伸出与轨道滑槽相配合，所述的楔形套（3）位于

棱形基盘中心孔套装在锚索杆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冲击吸能让压锚索锚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压扣在

孔口围岩（17）上的环形盘与围岩（17）的接触面上设有塑胶垫板（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冲击吸能让压锚索锚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收缩

吸能盒（8）截面为多边形的空心结构，收缩吸能盒（8）由弹簧、设在弹簧两侧的金属挡板（7）

和充填在金属挡板（7）内的弹性树脂填充剂（10）构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冲击吸能让压锚索锚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弹性

材料层由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9）和充填在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9）空隙中的弹性树脂填充

剂（10）构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冲击吸能让压锚索锚固装置，其特征在于：金属保护套

筒（11）内中的轨道滑槽倾斜，倾斜水平夹角为3~6°。

6.一种使用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装置的抗冲击吸能让压锚索锚固方法，包括钻孔、

扩孔、在钻孔的孔底部用锚固剂（18）固定锚索（1），其特征在于：在扩孔段内安装金属保护

套筒（11），并在金属保护套筒（11）内围绕锚索（1）设置依次由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9）和弹

性树脂填充剂（10）构成的弹性材料层、收缩吸能盒（8）、缓冲橡胶垫板（6）和滑动式异形锚

索托盘（2），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既能固定锚索（1），又能让压滑移，为Ⅰ级让压结构；

当围岩发生变形时，锚索的轴向拉力逐渐增大时，滑块（5）挤压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

（2）凹槽内的钢珠（4）与弹性树脂填充剂（10）组成的混合压缩变形体，钢珠（4）相互之间发

生错动且弹性树脂填充剂（10）从滑块（5）与腔体的缝隙中流出，同时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

（2）沿金属保护套筒（11）内的轨道滑槽向钻孔内滑动，当滑动至轨道滑槽的末端时，与缓冲

橡胶垫板（6）接触继而挤压金属挡板（7），直至脱离轨道，此时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完成

第一阶段让压过程；

随着锚索（1）轴向拉力进一步增大，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通过缓冲橡胶垫板（6）、金

属挡板（7）传递压力挤压收缩吸能盒（8）、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9）和弹性树脂填充剂（10），

弹性树脂填充剂（10）、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9）均产生弹性变形，当锚索轴向拉力大于弹性

树脂填充剂的弹性极限后，弹性树脂填充剂通过金属保护套筒（11）底部与锚索（1）的空隙

排出，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开始产生塑性变形，以提供让压空间，此时收缩吸能盒（8）受力而

产生变形吸收巷道变形所释放的部分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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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冲击地压时，若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未脱离轨道滑槽，则缓冲橡胶垫板（6）

首先缓冲吸能，同时金属挡板（7）传递压力，截面为多边形的收缩吸能盒（8）瞬间压缩变形

吸收大部分的冲击荷载的能量，以避免锚索瞬间达到伸长极限而断裂，与W形可伸展变形材

料（9）、弹性树脂填充剂（10）共同完成第二阶段的让压过程，在第二阶段让压过程中，滑动

式异形锚索托盘（2）与金属保护套筒（11）内壁是直接接触的，滑动过程中与金属保护套筒

（11）内壁摩擦，亦为让压锚固装置提供了部分工作阻力，从而有效防止锚索（1）发生突发性

破断而导致支护结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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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冲击吸能让压锚索锚固装置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下工程支护领域，尤其是一种适用于深部高应力巷道、冲击地压巷

道支护的吸能让压大变形锚索的抗冲击吸能让压锚索锚固装置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煤矿、铁矿、金属等矿产资源的开采深度不断加大，面临的开采环境

与地质条件越来越复杂，在一些高地应力区域，巷道围岩发生大变形破坏或冲击地压，造成

深部高应力巷道支护困难，多次返修后围岩仍不稳定，对施工人员和生产设备造成巨大的

生命财产损失，是我国深部矿产资源安全高效开发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

[0003] 锚索作为高应力或冲击地压巷道常用的一种有效的高强度支护形式，在地下工程

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一般而言，锚索是由多股钢绞线组成的钢束，受限于其延伸率(约3.5

～7.0％)，在应对深部大变形及冲击地压时其延伸长度往往不足，易被拉断而失效。为克服

锚索延伸率不足之处，目前结合锚索本身特性开发出一些让压变形锚固装置(不局限于

此)，如CN205876363U、CN205189912U在锚索托盘上增加叠板弹簧、鼓形让压管，

CN205689229U将托盘设计成可压缩变形圆拱形，CN206090556U在锚索绞合成的椭球形内加

入变形材料来实现让压变形，间接地提高了锚索的延伸率。但是，一方面，上述的让压变形

锚固装置因其自身设计的缺陷，例如让压装置设计过于简单或设计不合理，采用的让压变

形材料单一，和让压原理不合理，造成所设计装置的实际让压变形量较小，难以适用深部高

应力巷道大变形的要求；另一方面，已有的让压变形锚固装置没有考虑吸收围岩变形破坏

所释放的能量，以减弱深部巷道发生冲击地压的可能，故不适用于具有冲击倾向性巷道支

护。因此，亟需研制一种具有大变形让压和吸能特性的锚索锚固装置，以满足深部高应力巷

道、冲击地压巷道支护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要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抗冲击吸能

让压锚索锚固装置及其使用方法，具有大变形让压和抗冲击让压吸能的双重工作模式，以

弥补现有让压锚索装置在应对大变形巷道及冲击地压巷道的让压不足和不吸收能量的缺

陷。

[0005] 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抗冲击吸能让压锚索锚固装置，包括经锚固剂固定在锚索孔

内的锚索，所述锚索位于锚索孔入口段为扩孔段，所述的扩孔段内设有底部穿过锚索的金

属保护套筒，金属保护套筒的外端面呈压扣在孔口的围岩上的环形盘，所述的金属保护套

筒内设有依次套装在锚索上的弹性材料层、收缩吸能盒、缓冲橡胶垫板和滑动式异形锚索

托盘，所述金属保护套筒的外端内孔中开有多个使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在金属保护套筒内

滑动的轨道滑槽。

[0006] 所述的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包括含有多个平头齿的棱形基盘，所述棱形基盘上的

每个平头齿内均设有弹性滑移组件，所述的弹性滑移组件包括楔形套、多个钢珠、滑块、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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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式锁止器和弹簧，所述的多个钢珠通过弹性树脂填充剂设在平头齿的凹槽内，所述的滑

块一端经弹出式锁止器和弹簧固定在平头齿的凹槽内，另一端经弹出式锁止器挤压弹簧伸

出与轨道滑槽相配合，所述的楔形套位于棱形基盘中心孔套装在锚索杆上。

[0007] 所述压扣在孔口围岩上的环形盘与围岩的接触面上设有塑胶垫板。

[0008] 所述的收缩吸能盒截面为多边形的空心结构，收缩吸能盒由弹簧、设在弹簧两侧

的金属挡板和充填在金属挡板内的弹性树脂填充剂构成。

[0009] 所述的弹性材料层由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和充填在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空隙中的

弹性树脂填充剂构成。

[0010] 金属保护套筒内中的轨道滑槽倾斜，倾斜水平夹角为3～6°。

[0011] 使用上述装置的抗冲击吸能让压锚索锚固方法，包括钻孔、扩孔、在钻孔的孔底部

用锚固剂固定锚索，在扩孔段内安装金属保护套筒，并在金属保护套筒内围绕锚索设置依

次由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和弹性树脂填充剂构成的弹性材料层、收缩吸能盒、缓冲橡胶垫板

和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既能固定锚索，又能让压滑移，为Ⅰ级让压结

构；

[0012] 当围岩发生变形时，锚索的轴向拉力逐渐增大时，滑块挤压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

凹槽内的钢珠与弹性树脂填充剂组成的混合压缩变形体，钢珠相互之间发生错动且弹性树

脂填充剂从滑块与腔体的缝隙中流出，同时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沿金属保护套筒内的轨道

滑槽向钻孔内滑动，当滑动至轨道滑槽的末端时，与缓冲橡胶垫板接触继而挤压金属挡板，

直至脱离轨道，此时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完成第一阶段让压过程；

[0013] 随着锚索轴向拉力进一步增大，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通过缓冲橡胶垫板、金属挡

板传递压力挤压收缩吸能盒、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和弹性树脂填充剂，弹性树脂填充剂、W形

可伸展变形材料均产生弹性变形，当锚索轴向拉力大于弹性树脂填充剂的弹性极限后，弹

性树脂填充剂通过金属保护套筒底部与锚索的空隙排出，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开始产生塑

性变形，以提供让压空间，此时收缩吸能盒受力而产生变形吸收巷道变形所释放的部分能

量；

[0014] 当发生冲击地压时，若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未脱离轨道滑槽，则缓冲橡胶垫板首

先缓冲吸能，同时金属挡板传传递压力，截面为多边形的收缩吸能盒瞬间压缩变形吸收大

部分的冲击荷载的能量，以避免锚索瞬间达到伸长极限而断裂，与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弹

性树脂填充剂共同完成第二阶段的让压过程，在第二阶段让压过程中，滑动式异形锚索托

盘与金属保护套筒内壁是直接接触的，滑动过程中与金属保护套筒内壁摩擦，亦为让压锚

固装置提供了部分工作阻力，从而有效防止锚索发生突发性破断而导致支护结构失效。

[0015] 有益效果：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大变形让压和抗冲击让压吸能

的双重工作模式，弥补了现有让压锚索装置在应对大变形巷道及冲击地压巷道的让压不足

和不吸收能量的缺陷。将锚索托盘与让压结构结合，既能与金属保护套筒摩擦产生工作阻

力，又能节省外部空间；缓冲橡胶垫板使得Ⅱ级让压结构进入让压过程中，使得分级让压结

构之间衔接的更为紧密；设置压缩吸能盒，既可满足深部高应力巷道大变形的让压需求，又

可满足发生冲击地压时巷道对支护结构让压和吸能的要求，该装置具有吸能让压、结构合

理、安装便捷等优点。当锚索的轴向拉力逐渐增大时，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的滑块挤压钢珠

和弹性树脂填充剂组成的混合压缩变形材料，弹性树脂填充剂可通过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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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腔体与滑块的缝隙流出，同时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沿着金属保护套筒内的轨道向内移

动，当滑动至轨道的末端时与缓冲橡胶垫板接触，借此挤压金属挡板，直至脱离轨道，此时

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完成第一阶段让压过程。随后，随着锚索轴向拉力进一步增大，滑动式

异形锚索托盘通过缓冲橡胶垫板、金属挡板传递压力挤压收缩吸能盒、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

和弹性树脂填充剂，弹性树脂填充剂、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均产生弹性变形，当轴向拉力大

于弹性树脂填充剂的弹性极限后，弹性树脂填充剂通过金属保护套筒底部与锚索的空隙排

出，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开始产生塑性变形，以提供让压空间。在此期间，收缩吸能盒也会产

生一定的变形。当发生冲击地压时，若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未脱离轨道，则缓冲橡胶垫板首

先缓冲吸能，同时金属挡板传递压力，截面为多边形的收缩吸能盒瞬间压缩变形吸收大部

分的冲击荷载的能量，避免锚索瞬间达到伸长极限而断裂。在第二阶段让压过程中，滑动式

异形锁具与金属保护套筒内壁是直接接触的，滑动过程中与金属保护套筒内壁摩擦，亦为

让压锚固装置提供了部分工作阻力。其结构简单，操作方便，使用效果好，在本技术领域内

具有广泛的实用性。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中锚孔示意图；

[0017] 图2(a)本发明实施例中让压锚索的安装一示意图；

[0018] 图2(b)本发明实施例中让压锚索的安装二示意图；

[0019] 图2(c)本发明实施例中让压锚索的安装三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的剖面示意图。

[0021] 图中：1-锚索，2-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3-楔形套，4-钢珠，5-滑块，6-缓冲橡胶垫

板，7-金属挡板，8-收缩吸能盒，9-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10-弹性树脂填充剂，11-金属保护

套筒，12-塑胶垫板，13-弹出式锁止器，14-弹簧，15-锚索孔，16-扩孔段，17-围岩，18-锚固

剂。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中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

[0023] 本发明的抗冲击收缩吸能让压大变形锚固装置，主要由锚索1、滑动式异形锚索托

盘2、金属保护套筒11、收缩吸能盒8、弹性材料层构成，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为Ⅰ级让压结

构，弹性材料层由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9和充填在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9空隙中的弹性树脂填

充剂10构成，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采用铝制或塑料延性变形材料，收缩吸能盒8、W形可伸展

变形材料9和弹性树脂填充剂10组成Ⅱ级让压结构。锚索1设在锚索孔15内，送入钻孔底部

的锚索1段经锚固剂18固定，所述锚索1位于锚索孔15入口段为扩孔段16，其孔径为400～

600mm、长度为800～1000mm，所述的扩孔段16内设有底部穿过锚索1的金属保护套筒11，金

属保护套筒11的外端面呈压扣在孔口的围岩17上的环形盘，金属保护套筒11伸入扩孔段16

内的长度与扩孔段长度相适应。所述压扣在孔口围岩17上的环形盘与围岩17的接触面上设

有塑胶垫板12。所述的金属保护套筒11内设有依次套装在锚索1上的弹性材料层、收缩吸能

盒8、缓冲橡胶垫板6和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所述的收缩吸能盒8截面为多边形的空心结

构，收缩吸能盒8由弹簧、设在弹簧两侧的金属挡板7和充填在金属挡板7内的弹性树脂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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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10构成。所述金属保护套筒11的外端内孔中开有多个可使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在金属

保护套筒11内滑动的轨道滑槽。

[0024] 如图3所示，所述的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包括含有多个平头齿的棱形基盘，所述

棱形基盘上的每个平头齿内均设有弹性滑移组件，所述的弹性滑移组件包括楔形套3、多个

钢珠4、滑块5、弹出式锁止器13和弹簧14，所述的多个钢珠4通过弹性树脂填充剂设在平头

齿的凹槽内，所述的滑块5一端经弹出式锁止器13和弹簧14固定在平头齿的凹槽内，另一端

经弹出式锁止器13挤压弹簧14伸出与轨道滑槽相配合，所述的楔形套3位于棱形基盘中心

孔套装在锚索杆上。所述棱形基盘的多个平头齿为3～6个，图3中实施所示为4个，滑动式异

形锚索托盘2具有4个凹槽，凹槽内部填充了钢珠4和弹性树脂材料，滑块5受力时挤压钢珠4

和弹性树脂填充剂组成的混合材料实现滑动式异形锁具外围尺寸大小，在金属保护套筒11

内的轨道滑槽倾斜设计，倾斜角度的水平夹角为3～6°。金属保护套筒内径的差值为上下滑

块挤压钢珠和弹性树脂填充剂组成的混合材料的压缩量之和，金属挡板的位置布置在滑动

轨道的末端，缓冲橡胶垫板处于金属挡板与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之间，在滑动式异形锚索

托盘滑出轨道前，接触缓冲橡胶垫板，进而挤压金属挡板，使得Ⅱ级让压结构进入工作状

态，可保证让压过程衔接的更为紧密，且缓冲橡胶垫板自身也具有让压吸能的效果。

[0025] 使用上述装置的抗冲击吸能让压锚索锚固方法，包括钻孔、扩孔、在钻孔的孔底部

用锚固剂18固定锚索1，在扩孔段内安装金属保护套筒11，并在金属保护套筒11内围绕锚索

1设置依次由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9和弹性树脂填充剂10构成的弹性材料层、收缩吸能盒8、

缓冲橡胶垫板6和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收缩吸能盒8的前后两侧均安装有金属挡板7；滑

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既能固定锚索1，又能让压滑移，为Ⅰ级让压结构；

[0026] 当围岩发生变形时，锚索的轴向拉力逐渐增大时，滑块5挤压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

2凹槽内的钢珠4与弹性树脂填充剂10组成的混合压缩变形体，钢珠4相互之间发生错动且

弹性树脂填充剂10从滑块5与腔体的缝隙中流出，同时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沿金属保护套

筒11内的轨道滑槽向钻孔内滑动，当滑动至轨道滑槽的末端时，与缓冲橡胶垫板6接触继而

挤压金属挡板7，直至脱离轨道，此时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完成第一阶段让压过程；

[0027] 随着锚索1轴向拉力进一步增大，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通过缓冲橡胶垫板6、金属

挡板7传递压力挤压收缩吸能盒8、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9和弹性树脂填充剂10，弹性树脂填

充剂10、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9均产生弹性变形，当锚索轴向拉力大于弹性树脂填充剂的弹

性极限后，弹性树脂填充剂通过金属保护套筒11底部与锚索1的空隙排出，W形可伸展变形

材料开始产生塑性变形，以提供让压空间，此时收缩吸能盒8受力而产生变形吸收巷道变形

所释放的部分能量；

[0028] 当发生冲击地压时，若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未脱离轨道滑槽，则缓冲橡胶垫板6

首先缓冲吸能，同时金属挡板7传传递压力，截面为多边形的收缩吸能盒8瞬间压缩变形吸

收大部分的冲击荷载的能量，以避免锚索瞬间达到伸长极限而断裂，与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

9、弹性树脂填充剂10共同完成第二阶段的让压过程，在第二阶段让压过程中，滑动式异形

锚索托盘2与金属保护套筒11内壁是直接接触的，滑动过程中与金属保护套筒11内壁摩擦，

亦为让压锚固装置提供了部分工作阻力，从而有效防止锚索1发生突发性破断而导致支护

结构失效。

[0029] 如图1所示，在围岩17中施工的锚索孔15，孔径与锚索直径匹配，在锚索孔15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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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施工直径与金属保护套筒11匹配的扩孔段16。

[0030] 图2(a)所示，将锚索1的尾部使用树脂药卷或水泥锚固剂18与围岩17进行锚固。锚

索1穿过金属保护套筒11与塑胶垫板12，将金属保护套筒11安装在扩大孔16当中，塑胶垫板

12位于金属保护套筒11与围岩17之间。

[0031] 图2(b)所示，向金属保护套筒11底部注入一定剂量的弹性树脂填充剂10，再放入W

形可伸展变形材料9，二者交替安装，每次注入的弹性树脂填充剂10剂量相同，确保W形可伸

展变形材料9内部的空隙被均匀充填，以保证其协调变形和提高让压效果。待W形可伸展变

形材料9安装完毕后，放入金属挡板7，将收缩吸能盒8装入金属保护套筒11中，再次放入金

属挡板7。

[0032] 图2(c)所示，将组装好的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穿过锚索1，并将滑块5与金属保护

套筒11内的轨道对应，张拉锚索1，施加预应力，使用楔形套3固定锚索1。在滑动式异形锚索

托盘2的腔体内放入钢珠4，填充弹性树脂填充剂10，在滑块5的底部凹槽中放入弹簧14，按

压弹出式锁止器13挤压弹簧14，压入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2的腔体，失去外力后，弹出式锁

止器13弹出，锁紧滑块5，完成装配，此工序可在地面提前完成。

[0033] 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每层中间填充弹性树脂材料，使W形可伸展变形材料具有合理

的间隔距离，又可以增加锚索的工作阻力。特别地，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的滑块应采用强度

高于345MPa的高强度钢材制作，在轨道滑动过程中不会发生大变形，避免在滑动时卡住轨

道而造成让压结构破坏失效。该装置具有大变形让压和抗冲击让压吸能的双重工作模式，

当围岩发生正常的变形时，滑块挤压钢珠与弹性树脂填充剂，滑动式异形锚索托盘向内滑

动，与缓冲橡胶垫板接触继而挤压金属挡板，使得Ⅱ级让压结构发生作用，但收缩吸能盒仅

产生少量的变形；当发生冲击地压时，收缩吸能盒因其挤压变形而吸收巷道围岩变形破坏

释放的变形能，可防止锚索发生突发性破断而导致支护结构失效；金属保护套筒提高了锚

固装置的抗剪能力，防止锚索被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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