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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详细介绍地锚荷载传递机理以及岩土锚固作用机理的研究，论述了岩土锚固理论研究的现状，并指出了研究中

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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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introducing researches about mechanism of ground anchorage transferring load and reinforcement effect in 

detail, the research status quo of anchorage theory of rock and soil is discussed emphatically. Finally, the existing questions, 

and developing direction in study are pointed out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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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岩土工程研究的对象是经过漫长地质年代的

复杂地质体，这些地质体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条

件下，处于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由于自然的或人

为的因素，原来的平衡状态遭到破坏，地质体过量

变形而产生各种各样的地质灾害（滑坡、地表沉陷

等）。为预防和治理此类地质灾害，工程上常将一

种受拉杆件埋入岩土体，用于调动和提高岩土体自

身强度和自稳能力。这种受拉杆件工程上称为锚

杆，它所起的作用即为锚固[1]。 

岩土锚固能充分调用锚杆周围地层自身强度，

显著增强周围地层的承载能力，节约工程材料，从

而成为解决岩土工程稳定性问题经济、有效的方法

之一，岩土锚固在能源、交通、水利以及城市基础

建设中获得了广泛应用[2～4]，同时岩土锚固理论研

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2  岩土锚固理论研究的现状 

工程实践表明，岩土锚固是一种有效的加固措

施，但由于工程介质的复杂性以及锚固方式的多样

性，至今尚未出现统一的理论。国内外岩土锚固理

论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 

⑴ 地锚荷载传递机理，特别是注浆锚杆中杆

体与注浆体、注浆体与围岩土体间粘结应力的分布

状态及传递机理的研究； 

(2) 从锚固体加固效果角度出发研究岩土锚固

作用机理。 

2 . 1  地锚荷载传递机理研究 

    对地锚荷载传递机理的研究，英国、美国、法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主

要内容为荷载从锚杆（索）转移到灌浆体力学机理

研究及灌浆体与钻孔孔壁间力学机理的研究。 

下面介绍国内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Lutz 和 Gergeley[5], Hanson(1969)[6], Goto [7]等

都研究了荷载从锚索（杆）转到灌浆体的力学机制。

他们认为，钢锚索（杆）表面上存在着微观的粗糙

皱曲，浆体围绕着锚索（杆）充满这些皱曲而形成

一个灌浆柱，在锚索（杆）和灌浆体之间的结合破

坏之前，其结合力发挥作用；当锚索（杆）和浆体

发生一定的相对的位移之后，两者界面的某些地方

就要遭到破坏，这时锚索和灌浆柱之间摩擦阻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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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主要作用，而且摩擦阻力是随灌浆体的剪胀而

增加，增大锚索（杆）表面的粗糙度就能提高摩擦

阻力，对灌浆体而言则提高了其剪切强度。对于光

面锚索（杆），锚索（杆）和灌浆体之间的结合主

要取决于滑动之前的附着力和滑动之后出现的摩

擦力，而对于竹节锚索（杆）或者类似于竹节的锚

索（杆），其表面有突节，结合力主要取决于机械

作用。在进行拉拔试验时，力由锚索（杆）传递到

灌浆体，最后的结果可能是灌浆体的开裂或压碎，

锚头滑动并附带部分砂浆体而拔出灌浆体，所以灌

浆体的强度及厚度成为承载力的控制因素。这些研

究也表明，锚索本身强度很高且其表面粗糙性很好

的话，力的传递由锚索（杆）到灌浆体，再由灌浆

体到围岩体的过程中，浆体和锚索（杆）界面的性

质不是研究的重点，研究重点应放在浆体自身的性

质以及浆体与围岩体界面的性质上。 

Fuller 和 Cox[8]也研究了荷载由锚索向粘结砂

浆传递的情况。他们分别采用 7 股直径 12 mm的钢

索和单根直径 7 mm的钢丝，埋置于水灰比 0.45 的

砂浆中进行了一系列拉拔试验。锚固长度在 10 cm

到 90 cm不等。试验过程表明，在位移较小时，便

到达峰值荷载，过了峰值荷载，随位移的增加，荷

载下降，直至残余荷载大约是峰值的一半。 

对于拉力型锚索，其表面剪应力沿锚固长度上

的分布呈指数关系，Phillips[10]将其表述为下式：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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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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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τx为距锚固段近端 x 处的剪应力；τ0为锚固

段近端的剪应力；d 为锚索直径；A 为锚索中结合

应力与主应力相关的常数。 

沿锚固段长度 L 积分，可得到极限锚固力的理

论表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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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该公式在使用中有所不便。一般说来，随着

施加应力的增加，剪应力的最大值τ0将以渐进方式

向锚固段远端转移并改变剪应力的分布。在设计

中，确定锚索体在注浆体中锚固长度的计算公式是

根据剪应力均匀分布的假定而得到的，其极限锚固

力为 

                uu dLnT τ    =   

式中  n 为钢绞线根数；d 为锚索直径；L 为锚固段

长度；τu为极限剪应力。 

Ostermayer 和 Scheele 对非粘性土锚固做了大

量试验，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9]： 

⑴ 致密砂层中最大表面粘结力是在很短的锚

杆长度范围内，但在松砂和中密砂中，表面粘结力

就近于理论假定的均匀分布； 

⑵ 随着外加荷载的增加，表面粘结力的峰值

点向锚固段远端转移； 

⑶ 较短锚索表面粘结力的平均值大于较长锚

索表面粘结力的平均值； 

⑷锚索的锚固力对地层密度变化反应敏感，从

松散到致密地层中，平均表面粘结强度值要增大 5

倍。 

Ostermayer 也给出了粘性土锚固的一些研究成

果
[9]
： 

⑴ 单位表面粘结力随锚固长度的增加而减少； 

⑵ 单位表面粘结力随土的强度增加和塑性的

减少而增加； 

⑶ 后期灌浆增加单位表面粘结力至少 25 % 。 

Stillborg[10]对影响全长粘接式锚索承载力的因

素进行了系统研究。这些因素包括：水灰比，添加

剂，埋置长度。试验中没有涉及围压，而围压却是

一项很重要的因素。他的试验提示我们，添加剂（包

括速凝剂，膨胀剂）对锚索的承载力的影响还值得

进一步地研究。 

Nakayama 和 Beaudoin[11]进行了水泥砂浆和钢

筋的粘结强度研究；Goris[12]等进行了锚杆支护的试

验研究；近几年来，Heytt，Bawdem，Reicher，Kaiser

等一些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以Hyett , Bawden

和 Reichert[13]的研究最为系统。他们通过现场和室

内试验得出影响锚索承载力的主要因素是：①水泥

砂浆特性，尤其是水灰比；②锚固长度；③围压。

试验表明，使用低水灰比的砂浆可使锚索承载力提

高 50%~75%；锚索承载力随锚固长度的增加而增

加，但并不成正比；作用于水泥砂浆外表面的径向

侧压越高，锚索承载力越高。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

他们得出了锚索破坏的机理，即其物理过程为：随

围压的增加，破坏机理由低围压下水泥砂浆的径向

开裂和横向位移变化到高围压下水泥砂浆表面皱

曲受剪切及锚索沿其与灌浆柱体摩擦面而拔出。这

里的围压相当于实际工程中锚孔以外的岩体中所

存在的压应力。 

Jarred 和 Haberfield[14]通过室内仿真模拟试验，

研究了注浆锚杆的侧限刚度、注浆长度及膨胀水泥

含量对杆体与注浆体界面力学性质的影响，认为杆

体与注浆体界面剪切强度随侧限刚度的增加而增

大。试验中，当注浆长度 L＜150 mm时，剪切强度

τ基本上为一常数(15.5 MPa)；当 150 m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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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mm 时，剪切强度τ随注浆长度的增加而减小

（L = 350 mm,τ= 8 MPa）；此后注浆长度的增加

对剪切强度的影响甚微。 

程良奎等[15]对上海太平洋饭店和北京京城大

厦两个深基坑工程的拉力型锚杆锚固段粘结应力

的分布形态进行了测定，得到以下规律性的认识： 

(1) 沿锚固段的粘结应力分布是很不均匀的。

观测到的粘结应力从锚固段的近端（即邻近自由段

的一端）逐渐向远端减少。随着张拉力的增加，粘

结应力峰值逐渐向远端转移。由此可知，设计中所

采用的摩阻强度均指平均值。 

(2) 粘结应力主要分布在锚固段前端的 8~10 m

范围内，即使在最大张拉荷载作用下，锚固段远端

的相当一段长度内，几乎测不到粘结应力值，它鲜

明地反映出，在外力作用下，并不是与锚固段全长

接触的土层的强度都得以调用，对于外力的抵抗区

段，主要发生在锚固段前段。换言之，当锚固体长

超过某值（该值与土体种类有关）后，则长度的增

加对锚杆承载力的提高就极其有限了。一般推荐土

层锚固段长度不宜超过 10 m是有其力学依据的。 

(3) 在外力作用下，拉力型锚杆的锚固体有严

重的应力集中现象。应力峰值点的转移，也说明锚

固段前端可能已出现局部破坏。这固然并不意味着

锚杆承载力的消失，但会加速锚杆的腐蚀。为克服

这些缺点，开发并应用了压力型锚杆，它是沿拉筋

全长涂以油脂，并套上胶管使之与胶结材料分隔，

锚杆受力后通过无粘结的拉筋直接传到锚固体根

部，将钢筋的拉力转变为对锚固体的压力，再通过

锚固段根部与首部的不均匀压缩变形带动与之相

结合的土体产生变形。许多实测结果已经证实，在

相同荷载作用下，压力型锚杆锚固段的粘结应力峰

值远比拉力型锚杆的小。因而在同等锚杆长度情况

下，压力型锚杆具有较高的承载能力。 

2 . 2   岩土锚固作用机理研究 

上述研究主要从地锚中荷载传递机理出发，讨

论了地锚中荷载分布规律以及诸多因素对锚固力

的影响，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取得最大锚固力。但是

从工程上讲，得到最大锚固力并非最终目的，最终

目的是确保工程安全的同时，力求经济、快速。这

就要求研究如何有效、合理的利用锚固力，即从加

固效果角度出发研究锚固作用机理。 

岩土锚固作为岩土工程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理

论的发展是与岩土工程理论概念的行程与发展密

不可分的。岩土工程从概念上讲可分为 3 个发展阶

段：结构工程概念；岩土工程概念；地质工程概念。

岩土锚固作用机理的研究从概念上区分，可归纳如

下： 

（1）建立在结构工程概念之上，其基本特征

是“荷载-结构”模式把岩土体中可能破坏部分的

重量及其他外力作为荷载由支护承担，锚杆支护的

悬吊理论、组合梁理论、成拱理论，都是沿用早期

结构工程概念，采用结构力学方法建立的。 

（2）建立在岩（土）体工程概念之上，强调

充分发挥围岩土体的自身强度及自稳能力，它使锚

杆支护由支撑概念转变为加固概念，由被动承载改

变为主动加固。这是岩土锚固理论在思想上的巨大

进步，为岩土锚固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3）地质工程概念，不仅充分考虑岩土体自

稳能力，还考虑环境因素与工程的相互作用。建立

在此基础上的岩土锚固作用机理的研究还比较少

见，但是在工程实践上已大量出现，比如在城市深

基坑工程中可回收锚杆的应用便是一例。 

综上所述，锚固的主要作用就是充分利用锚杆

周围地层自身抗剪强度，通过锚杆传递结构物的拉

力，从而保持结构物或地层开挖面的自身稳定。岩

土锚固作用机理的普遍认识可概括为： 

⑴ 悬吊理论  把由于开挖、爆破等造成的松

动岩块稳固（悬吊）在稳定岩层上，防止破碎岩块

冒落。在坚硬的节理发育的岩块处，锚杆通常起这

种作用； 

⑵ 支撑理论(成拱理论)  锚杆能限制、约束

围岩土体变形，并向围岩土体施加压力，从而使处

于二维应力状态的地层外表面岩土体保持三维应

力状态，在圆形洞室中形成承载环，在拱形洞室中

形成承载拱，因而能制止围岩土体强度的恶化； 

⑶ 组合梁理论  对于水平或缓倾斜的层状围

岩，用锚杆群能把数层岩层连在一起，增大层间摩

阻力，从结构力学观点来看，就是形成组合梁； 

⑷ 增强理论  对于节理密集破碎岩体，或是

较为软弱的土体，施加锚杆，可使破碎岩体具有完

整性，在软弱土体中增加筋骨，因而增强了锚固区

围岩土体的强度(如弹性模量 E、凝聚力 c等) 

⑸ 销钉理论  锚杆穿过滑动面时，所表现出

的阻滑抗剪作用。 

上述几条反映了在特定条件和锚固方式下锚

杆的加固作用，但相应的力学模型还显粗糙，与实

际情况出入较大，只是由于计算方法简单，物理概

念明确，在目前岩土锚固工程中仍被广泛应用。 

随着岩土锚固工程中由支撑概念向加固概念

的转变，许多研究人员通过室内模型试验、数值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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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模拟、现场试验等手段对锚固作用机理进行了深

入细致的研究。下面介绍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成

果。 

唐湘民
[16]

通过模型块试验模拟洞室加锚围岩

的变形、破坏，认为锚杆倾斜交叉布置可以提高锚

固效果；长短结合使用锚杆比单独使用长或短锚杆

有利；锚固形成承载拱，产生应变强化。 

邹志晖、汪志林
[17]

通过相似模拟试验，研究了

锚杆在不同岩体中的工作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⑴ 

对具有不同弹模的岩体，虽然布锚数量相同，但锚

固效果不同，同样，对具有相同弹模的岩体，当布

锚数量不同时，其锚固效果亦不相同；⑵ 锚固效

果涉及布锚优化问题。每一种岩体都有一组最优的

布锚参数；⑶ 锚杆与围岩胶结良好的情况下，围

岩在应力场的作用下发生变形。在围岩的变形过程

中，锚杆发挥支承和约束作用。锚杆支承和约束作

用会随岩体弹模不同而有所不同；⑷ 不同弹模的

带锚岩体所表现出的锚固效果不同。具体表现在不

同弹模的带锚岩体对 E，c，φ及破坏强度影响不同。

通过试验拟合计算ΔE,Δφ,Δc 的经验公式，可求

得布锚岩体的均化力学参数，可采用有限元法进行

洞室围岩支护的稳定计算。 

葛修润、刘建武[18]通过室内模拟试验和理论分

析，着重探讨了锚杆对节理面抗剪性能的影响以及

杆体阻止节里面发生相对错动的“销钉”作用机制，

提出了改进的估算加锚节理面抗剪强度公式，还在

给出了用于描述加锚节理面抗剪性能分析模型和

理论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导出了计算锚杆最佳安装

角的公式。 

日本青木建设研究所的孙建生、永井哲夫及神

户大学的樱井春辅[19]进行了室内节理岩体的锚固

试验、试验采用无支护、锚杆支护、锚杆加托板支 

护 3 种模型。试验结果表明：①锚杆+托板支护的

节理岩体模型大体上呈连续体的反应。②锚杆的存

在，提高了岩体模型的弹模和单轴抗压强度。③加

了托板，更进一步提高了岩体模型的单轴抗压强

度。他们更进一步进行了室内单一节理面，单根锚

杆的单轴试验，以明确锚杆与节理面的相互作用关

系。 

试验结果还表明，锚杆使节理面的名义刚度显

著增大，而且节理剪切刚度越小，锚杆使节理面名

义刚度的增大越显著。最后，得出了加固后节理面

的剪切刚度和垂直刚度的公式 。 

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20]以李家峡水电

站岩质高坡为工程背景，通过大吨位试验分析和有

限单元法的计算分析研究了预应力长锚索单体加

固机理。认为锚固的作用范围，只在锚头、锚根附

近约 2 m的区域内，采取增大锚固力，改变锚固角，

变更锚索长度等措施，应力受影响的范围变化并不

显著。他们的有限单元离散计算是将锚索的锚根模

拟为实体单元，而自由张拉段则取作两节点单元，

即视为一对集中力作用。通过大量的多方案比较，

发现对于由软弱结构面控制的岩体，如果不考虑由

于锚索加固产生的结构面材料粘结力增大的效应

时，无论怎样增大预锚力、改变锚根长度、变更锚

固倾角或加密锚群分布等，对岩体稳定和应力的影

响都不明显。 

张玉军
[21]

对全长粘结型锚杆锚固试件进行常

规及蠕变单轴压缩试验，根据试验结果对锚杆加固

效果进行评价，给出了有关的经验公式。并深入研

究了锚固体的流变特性，建立了 6 种粘弹性本构方

程，推导出加锚岩体解析解；对锚固体提出 6 种粘

弹-粘塑性模型，并据有关的本构方程进行了数值

分析，为流变性岩体的锚固计算奠定了理论基础。 

李术才[22]采用应变能等效的方法，研究了加锚

脆性断续节理岩体在压剪力作用下的本构关系，接

着按自洽理论方法研究了拉剪应力状态下的本构

模型；用模型试验的方法研究了锚杆的增韧效果。 

杨延毅等[23]针对加锚节理岩体的特点，采用等

效抹平的方法，从损伤加筋体的自一致理论出发，

推求加锚节理岩体的等效柔度张量和损伤张量，并

用脆性类材料的损伤增韧止裂理论，依据加锚节理

裂纹的断裂扩展过程建立损伤演化方程，给出了此

类加锚岩体的本构关系。 

3  锚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 

在大量的工程实践中，早期沿用结构工程概

念，对作用机理提出诸如悬吊理论、组合梁理论、

成拱理论等简单的模型。岩体工程概念促使岩土锚

固理论上了一个新台阶。通过大量的物理模型试

验、数值仿真模拟、现场观测等手段，深入探讨了

锚杆（索）加固机理。虽然锚固理论研究工作取得

了一定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1）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工程应用研究； 

（2）对锚固体力的传递只有定性描述，在设

计中大都采用粘结应力均匀分布的形式； 

（3）锚杆（索）加固机理也没有统一的认识，

缺乏行之有效，合理的计算方法； 

(4) 理论分析和数值分析与实际情况出入较

大。采用等效模型评论锚杆（索）的加固作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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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学参数的选取往往很难准确把握（即使采用位

移反分析等方法效果也难以令人们满意）。 

因此岩土锚固的理论研究应从以下几方面展

开： 

（1）围绕地锚荷载传递机理的研究考虑粘结

应力非均匀分布的事实，提出切合实际的单锚承载

力的计算公式； 

（2）根据半理论半经验的设计原则，提出虑

及群锚效应的系统锚杆支护的实用计算方法； 

（3）进一步加强锚固机理研究，包括锚杆（索）

预应力对岩土体应力重分布及岩土体力学性能的

影响；锚固体对岩土体物理力学性质的影响和锚杆

（索）与岩土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4）研究和了解提出模拟锚杆作用的合理计

算模型；拉力型、压力型、剪力型锚固体内应力传

递规律； 

（5）复合土钉墙工作机理及设计方法； 

（6）地震、冲击、交变荷载、冰冻、高温等

特殊条件下锚杆的性能及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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