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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变形吸能锚环和防止锚杆断裂弹射的

锚杆支护装置及方法，尤其适用于软岩大变形巷

道或需采用吸能让压支护的地段。将锚杆穿过开

有对向孔的锚环，并通过托盘与螺母对岩体施加

压力，阻止变形。当锚杆受力增大时，锚环在对向

孔方向产生变形，从而起到吸能作用。利用锚环

外侧对向布置的荧光带即可观测出锚环变形幅

度，预判锚杆受力大小并对潜在部位的骤然破断

起到警示作用。在锚环变形过大或者荧光范围过

大时，将防弹射铁丝穿过锚杆尾部两个交叉布置

的穿孔，并在铁丝网上拧紧固定。若锚杆在任一

关键位置破断后，两个交叉布置的防弹射铁丝即

可阻拦锚杆往巷道空间内的弹射，避免伤人。其

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经济成本低、安全可靠，效

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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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变形吸能锚环和防止锚杆断裂弹射的锚杆支护装置，包括伸入钻孔（8）内并经

锚固剂（9）固定的锚杆（1）、依次布置在孔口外露锚杆（1）上的铁丝网（7）、托盘（6）和螺母

（4），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锚杆（1）尾部开设有两个间隔呈十字形交叉的锚杆尾端开孔

（5），在托盘（6）和螺母（4）之间设有锚环（2），所述锚环（2）上开有穿套在锚杆（1）上的对向

孔，锚环（2）与托盘（6）和螺母（4）的接触端为平面，分别为锚环托盘端贴合面（2-6）和锚环

螺母端贴合面（2-3），锚环（2）贴合面上下两侧的外圆弧面上分别敷设有两条荧光带（3）；所

述的两条荧光带（3）对称设置，荧光带（3）沿着锚环外周敷设范围所对应锚环圆心角为90°，

中心连线与锚环对向孔轴线相互垂直，每条荧光带内部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为封装有酯类

化合物和荧光染料的荧光带有机玻璃内层（3-1），外层为封装有过氧化物的荧光带外层（3-

2），荧光带有机玻璃内层（3-1）位于中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变形吸能锚环和防止锚杆断裂弹射的锚杆支护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锚环（2）的内径为90-110  mm，外径为120-140  mm，锚环沿着轴向方向的高

度为30-50  mm，穿套在锚杆（1）上的对向孔孔径为19-23  mm，锚环的对向孔分为锚环螺母端

开孔（2-1）和锚环托盘端开孔（2-4），对向孔孔内均套装有橡胶垫圈，分别为锚环螺母端开

孔橡胶垫圈（2-2）和锚环托盘端开孔橡胶垫圈（2-5）。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变形吸能锚环和防止锚杆断裂弹射的锚杆支护装置，

其特征在于：所述锚环（2）对向孔与托盘（6）贴合一端锚环托盘端贴合面（2-6）的宽度为50-

60  mm，长度等同于锚环轴向方向的高度；与螺母（4）贴合一端锚环螺母端贴合面（2-3）的宽

度为30-40  mm，长度等同于锚环轴向方向的高度。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变形吸能锚环和防止锚杆断裂弹射的锚杆支护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锚环（2）由合金钢制成，屈服强度为180-200  MPa。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变形吸能锚环和防止锚杆断裂弹射的锚杆支护装置，其

特征在于：所述锚杆（1）尾部开设有两个间隔呈十字形交叉的锚杆尾端开孔（5）的孔径为3-

5  mm，两个孔的间距为20-30  mm，其中外侧孔距离锚杆端头为10-30  mm。

6.一种使用权利要求1所述装置的变形吸能锚环和防止锚杆断裂弹射的锚杆支护方

法，包括在预定岩体位置按照既定规程钻孔、塞入锚固剂、钻进锚杆；其特征在于，具体支护

步骤如下：

（1）将托盘（6）压覆在钻孔孔口处的铁丝网（7）上，检查锚环（2）上对向孔的锚环螺母端

开孔（2-1）和锚环托盘端开孔（2-4）内锚环螺母端开孔橡胶垫圈（2-2）和锚环托盘端开孔橡

胶垫圈（2-5）的位置，检查荧光带（3）的贴合固定情况，而后先将锚环（2）的锚环托盘端贴合

面（2-6）一侧的锚环托盘端开孔（2-4）穿入锚杆（1），再将与锚环螺母端贴合面（2-3）一侧的

锚环螺母端开孔（2-1）穿入锚杆（1），将锚环（2）压紧托盘（6）；

（2）将螺母（4）穿过锚杆尾部，拧紧在锚环（2）上，按已有技术利用机具施加到规定的扭

矩；

（3）观察锚环（2）的变形，锚环（2）变形时荧光带（3）随之变形，锚环（2）沿对向孔直径方

向变形超过30%时，荧光带（3）内的荧光带有机玻璃内层（3-1）开始破裂，荧光带有机玻璃内

层（3-1）中的酯类化合物和荧光染料渗出与有机玻璃外的荧光带外层（3-2）中的过氧化物

发生反应，释放荧光；锚环（2）变形越大，荧光带有机玻璃内层（3-1）破裂范围越大，荧光显

现强度越强，预示锚环（2）承受应力越大，潜在发生锚杆断裂弹射概率就越大；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9751069 B

2



（4）当锚环（2）在对向孔方向的变形超过三分之二时，或荧光带（3）内荧光扩散范围超

过荧光带长度三分之二时，分别用两根防弹射铁丝穿过锚杆尾部的穿孔，防弹射铁丝两端

分别拧紧固定在托盘附近的铁丝网上，两根防弹射铁丝呈现十字形交叉分布状；

（5）当锚杆杆体应力达到承载极限而引发锚杆断裂时，无论是托盘（6）、螺母（4）的骤然

弹射，还是锚环（2）的骤然弹射，都将被十字形交叉分布的防弹射铁丝所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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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变形吸能锚环和防止锚杆断裂弹射的锚杆支护装置及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锚杆支护装置及方法，尤其是一种适用于软岩大变形巷道或需采

用吸能让压支护的地段、保护矿工安全的变形吸能锚环和防止锚杆断裂弹射的锚杆支护装

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锚杆支护技术在我国煤矿支护领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具有明显的经济技术效

益，因此被广泛推广应用。近年来，随着煤矿开采深度的增加，在很多矿井都能够遇到软岩

大变形巷道或者具有岩爆等冲击倾向巷道，此类巷道原岩应力高，应力扰动复杂，且多数巷

道要承受一次或者多次采掘扰动。当前多数工程倾向于采用密集支护、加长支护、超强支护

等方案来应对这一问题，但是随之而来带来了成本升高，操作复杂，工期缓慢等一系列问

题。

[0003] 毋庸置疑的是，在上述工程技术背景下，锚杆支护技术仍旧具有较高的普遍适用

性。为了应对并适应上述工程地质条件，近年来诸多国内外学者都提出：软岩高应力条件下

或者具有冲击倾向的巷道支护要求支护构件具备一定的让压变形能力，要求支护构件能够

适应岩体的变形。例如，我国何满潮院士所提出的恒阻大变形锚杆，还有挪威科技大学

Charlie  C.  Li教授所提出的D型锚杆，这些锚杆在应用于软岩高应力巷道和冲击倾向巷道

时都取得了非常理想的经济技术效果，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

[0004] 另外一方面，当锚杆受力超过自身强度时，将会发生锚杆突然断裂现象，从而在瞬

间将产生很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源自岩体变形能量，岩体变形将这种能量集聚于锚杆

杆体上，迫使后者在杆体上承受非常高的预拉力。在断裂的瞬间，岩体外部构件将会像“离

弦的箭”或者“子弹”一样射向巷道开放空间，对开放空间内的作业人员和设备产生巨大伤

害。不管是螺母弹射还是破断杆体弹射，都具有巨大安全隐患，我国淮南矿区、山东新汶矿

区等每年由于巷道锚杆支护部件骤然弹射造成的设备损伤和人员伤亡事故时有发生。

[0005] 针对上述问题，目前还没有一套健全的科学预警系统或措施。部分煤矿采用给锚

杆尾部“带帽”或者“缠绕铁丝”的方式来阻止潜在断裂弹射，具有一定盲目性和不可预测

性。而将所有锚杆支护系统都采用这一方式，则有些锚杆支护系统在巷道正常服役期间最

终并未发生实际弹射，这样一来会造成作业时间长，拖慢掘进速度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要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方法简

单易操作、成本低、适应性强、能防止事故发生的变形吸能锚环和防止锚杆断裂弹射的锚杆

支护装置及方法，尤其适用于软岩高应力巷道或具有冲击倾向巷道。

[0007] 技术方案：本发明的变形吸能锚环和防止锚杆断裂弹射的锚杆支护装置，包括伸

入钻孔内并经锚固剂固定的锚杆、依次布置在孔口外露锚杆上的铁丝网、托盘和螺母，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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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锚杆尾部开设有两个间隔呈十字形交叉的锚杆尾端开孔，在托盘和螺母之间设有锚

环，所述锚环上开有穿套在锚杆上的对向孔，锚环与托盘和螺母的接触端为平面，分别为锚

环托盘端贴合面和锚环螺母端贴合面，锚环贴合面上下两侧的外圆弧面上分别敷设有两条

荧光带。

[0008] 所述的锚环的内径为90-110  mm，外径为120-140  mm，锚环沿着轴向方向的高度为

30-50  mm，穿套在锚杆上的对向孔孔径为19-23  mm，锚环的对向孔分为锚环螺母端开孔和

锚环托盘端开孔，对向孔孔内均套装有橡胶垫圈，分别为锚环螺母端开孔橡胶垫圈和锚环

托盘端开孔橡胶垫圈。

[0009] 所述锚环对向孔与托盘贴合一端锚环托盘端贴合面的宽度为50-60  mm，长度等同

于锚环轴向方向的高度；与螺母贴合一端锚环螺母端贴合面的宽度为30-40  mm，长度等同

于锚环轴向方向的高度。

[0010] 所述的两条荧光带（3）对称设置，荧光带（3）沿着锚环外周敷设范围所对应锚环圆

心角为90°，中心连线与锚环对向孔轴线相互垂直，每条荧光带内部分为内外两屋，内层为

封装有酯类化合物和荧光染料的荧光带有机玻璃内层（3-1），外层为封装有过氧化物的荧

光带外层（3-2），荧光带有机玻璃内层（3-1）位于中部。

[0011] 所述的锚环由合金钢制成，屈服强度为180-200  MPa。

[0012] 所述锚杆尾部开设有两个间隔呈十字形交叉的锚杆尾端开孔的孔径为3-5  mm，两

个孔的间距为20-30  mm，其中外侧孔距离锚杆端头为10-30  mm。

[0013] 一种使用上述装置的变形吸能锚环和防止锚杆断裂弹射的锚杆支护方法，包括在

预定岩体位置按照既定规程钻孔、塞入锚固剂、钻进锚杆；具体支护步骤如下：

[0014] （1）将托盘压覆在钻孔孔口处的铁丝网上，检查锚环上对向孔的锚环螺母端开孔

和锚环托盘端开孔内锚环螺母端开孔橡胶垫圈和锚环托盘端开孔橡胶垫圈的位置，检查荧

光带的贴合固定情况，而后先将锚环的锚环托盘端贴合面一侧的锚环托盘端开孔穿入锚

杆，再将与锚环螺母端贴合面一侧的锚环螺母端开孔穿入锚杆，将锚环压紧托盘；

[0015] （2）将螺母穿过锚杆尾部，拧紧在锚环上，按已有技术利用机具施加到规定的扭

矩；

[0016] （3）观察锚环的变形，锚环变形时荧光带随之变形，锚环沿对向孔直径方向变形超

过30%时，荧光带内中部的荧光带有机玻璃内层开始破裂，荧光带有机玻璃内层中的酯类化

合物和荧光染料渗出与有机玻璃内层外的荧光带外层中的过氧化物发生反应，释放荧光；

锚环变形越大，荧光带有机玻璃内层破裂范围越大，荧光显现强度越强，预示锚环承受应力

越大，潜在发生锚杆断裂弹射概率就越大；

[0017] （4）当锚环在对向孔方向的变形超过三分之二时，或荧光带内荧光扩散范围超过

荧光带长度三分之二时，分别用两根防弹射铁丝穿过锚杆尾部的穿孔，防弹射铁丝两端分

别拧紧固定在托盘附近的铁丝网上，两根防弹射铁丝呈现十字形交叉分布状；

[0018] （5）当锚杆杆体应力达到承载极限而引发锚杆断裂时，无论是托盘、螺母的骤然弹

射，还是锚环的骤然弹射，都将被十字形交叉分布的防弹射铁丝所阻拦。

[0019] 有益效果：本发明尤其适用于软岩高应力巷道或具有冲击倾向巷道，具有变形吸

能特性，适应岩体变形；能够预警锚杆支护系统关键部位的破断弹射，并及时采用措施，防

止事故发生。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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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1）具有变形吸能优势。通过采用在托盘与螺母之间增设锚环，锚环的屈服强度低

于锚杆屈服强度，优先于锚杆产生变形。锚环在对向孔轴向方向上产生变形，能够变“不可

缩支护”为“可缩支护”或“柔性支护”，增强了锚杆支护系统对岩体变形的适应性，协调了岩

体变形与锚杆变形的不一致性，延缓了锚杆支护系统在过大岩体变形下的提前失效。此外，

锚环的对向孔内均套有橡胶垫圈，避免了锚杆杆体与对向孔孔壁之间的硬接触，也避免了

锚环在变形过程中对锚杆杆体产生应力集中。

[0021] 2）具有破断弹射预警功能。锚环外壁对向固定的荧光带内部有过氧化物、酯类化

合物和荧光染料，其中过氧化物为外层，酯类化合物和荧光染料通过有机玻璃包装为内层。

荧光带随着锚环变形也变形，变形幅度超过有机玻璃弯曲极限时，内层液体与外层液体混

合，产生荧光效应。锚环变形越大，有机玻璃破裂范围越大，荧光显现强度越强，预示锚环承

受应力越大，潜在发生锚杆断裂弹射概率就越大。

[0022] （3）具有破断防弹射功能。当锚环在对向孔方向的变形超过三分之二时，或荧光带

内荧光扩散范围超过荧光带长度三分之二时，分别用两根防弹射铁丝穿过锚杆尾部穿孔，

并拧紧固定在托盘附近的铁丝网上。当锚杆杆体应力达到承载极限而引发锚杆断裂时，无

论是托盘、螺母的骤然弹射，还是锚环、锚杆的骤然弹射，都能够被十字形交叉分布的防弹

射铁丝所阻拦。能够提高井下人员和设备的安全性。依托于该锚环，无需在安设每根锚杆时

都加装防弹射铁丝，只需要后期对具有弹射可能性的锚杆加装防弹射铁丝，从而提高施工

工效。

[0023] （4）成本低，方法简单易操作，适应性强。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实际应用时的剖面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实际应用时尾端的三维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中锚环在螺母贴合端的三维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中锚环在托盘贴合端的三维图；

[0028] 图5是本发明实际应用中当锚环发生变形时的剖面图；

[0029] 图6是本发明中图5的右视图。

[0030] 1-锚杆，2-锚环，3-荧光带，4-螺母，5-锚杆尾端开孔，6-托盘，7-铁丝网，8-钻孔，

9-锚固剂，10-岩体，11-防弹射铁丝。

[0031] 2-1-锚环螺母端开孔，2-2-锚环螺母端开孔橡胶垫圈，2-3-锚环螺母端贴合面，2-

4-锚环托盘端开孔，2-5-锚环托盘端开孔橡胶垫圈，2-6-锚环托盘端贴合面，3-1-荧光带有

机玻璃内层，3-2-荧光带外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中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33]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变形吸能锚环和防止锚杆断裂弹射的锚杆支护装置，包括伸

入钻孔8内并经锚固剂9固定的锚杆1、依次布置在孔口外露锚杆1上的铁丝网7、托盘6和螺

母4，在所述的锚杆1尾部开设有两个间隔呈十字形交叉的锚杆尾端开孔5，在托盘6和螺母4

之间设有锚环2，所述锚环2上开有穿套在锚杆1上的对向孔，锚环2与托盘6和螺母4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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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为平面，分别为锚锚环托盘端贴合面和环螺母端贴合面，锚环2贴合面上下两侧的外圆弧

面上分别敷设有两条荧光带3。

[0034] 所述的锚环2的内径为90-110  mm，外径为120-140  mm，锚环沿着轴向方向的高度

为30-50  mm，穿套在锚杆1上的对向孔孔径为19-23  mm，锚环的对向孔分为锚环螺母端开孔

2-1和锚环托盘端开孔2-4，对向孔孔内均套装有橡胶垫圈，分别为锚环螺母端开孔橡胶垫

圈2-2和锚环托盘端开孔橡胶垫圈2-5。

[0035] 所述锚环2对向孔与托盘6贴合一端锚环托盘端贴合面2-6的宽度为50-60  mm，长

度等同于锚环轴向方向的高度；与螺母4贴合一端锚环螺母端贴合面2-3的宽度为30-40 

mm，长度等同于锚环轴向方向的高度。

[0036] 所述的两条荧光带3对称设置，荧光带3沿着锚环外周敷设范围所对应锚环圆心角

为90°，中心连线与锚环对向孔轴线相互垂直，每条荧光带内部分为内外两屋，内层为封装

有酯类化合物和荧光染料的荧光带有机玻璃内层3-1，外层为封装有过氧化物的荧光带外

层3-2，荧光带有机玻璃内层3-1位于中部。所述的酯类化合物采用双草酸酯，过氧化物为过

氧化氢，两者混合后将释放能量，从而传递给荧光颜料分子，荧光染料而后以可见光的形式

释放能量。

[0037] 所述的锚环2由合金钢制成，屈服强度为180-200  MPa。

[0038] 所述锚杆1尾部开设有两个间隔呈十字形交叉的锚杆尾端开孔5的孔径为3-5  mm，

两个孔的间距为20-30  mm，其中外侧孔距离锚杆端头为10-30  mm。

[0039] 本发明的变形吸能锚环和防止锚杆断裂弹射的锚杆支护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40] 1.预定岩体10的位置按照既定规程钻孔8，吹孔排除岩屑，塞入锚固剂9，钻进锚杆

1；

[0041] 2.将托盘6压覆在钻孔孔口处的铁丝网7上，检查锚环2上对向孔的锚环螺母端开

孔2-1和锚环托盘端开孔2-4内锚环螺母端开孔橡胶垫圈2-2和锚环托盘端开孔橡胶垫圈2-

5的位置，检查荧光带3的贴合固定情况，而后先将锚环2的锚环托盘端贴合面2-6一侧的锚

环托盘端开孔2-4穿入锚杆1，再将锚环螺母端贴合面2-3一侧的锚环螺母端开孔2-1穿入锚

杆，将锚环2压紧托盘；

[0042] 3.将螺母4穿过锚杆尾部，拧紧在锚环上，并通过锚杆1尾部螺纹拧紧在锚环2上，

利用施工机具施加到规定扭矩，锁紧螺母；

[0043] 4.观察锚环2的变形，锚环变形时荧光带随之变形，锚环2沿对向孔直径方向的变

形超过30％时，荧光带3内中部的荧光带有机玻璃内层3-1破裂，荧光带有机玻璃内层3-1中

的酯类化合物和荧光染料渗出与荧光带外层3-2中的过氧化物发生反应，释放荧光；锚环2

变形越大，荧光带有机玻璃内层3-1破裂范围越大，荧光显现强度越强，预示锚环2承受应力

越大，潜在发生锚杆断裂弹射概率就越大；

[0044] 5.当锚环2在对向孔方向的变形超过三分之二时，或荧光带3内荧光扩散范围超过

荧光带长度三分之二时，分别用两根防弹射铁丝11穿过锚杆尾部的穿孔5，防弹射铁丝7两

端分别拧紧固定在托盘附近的铁丝网7上，两根防弹射铁丝11呈现十字形交叉分布状；

[0045] 6.当锚杆1杆体应力达到承载极限而引发锚杆断裂时，无论是托盘6、螺母4的骤然

弹射，还是锚环2的骤然弹射，都将被十字形交叉分布的防弹射铁丝所阻拦，能够有效的保

护井下设备与人员的安全。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09751069 B

7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8

CN 109751069 B

8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9

CN 109751069 B

9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10

CN 109751069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