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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滑坡的拉力型锚索失效机理
罗强，李亮
（中南大学土木建筑学院，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７５）

摘要：拉力型锚索常用于公路边坡支护工程中，在进行锚固体的结构设计时，注浆体与岩石粘结界面的强度往
往被高度关注。在广泛调研西南山区失稳破坏的公路边坡时发现，拉力型锚索最为薄弱的部位并非注浆体与岩石
粘结界面。因此，设计１１种不同配合比的注浆体，将８０根拉力型锚索锚固在软岩及硬岩中，采用拉拔试验对锚索
的破坏模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拉力型锚索常见的破坏模式是钢绞线与注浆体之间的脱粘破坏。选择合理的力
学计算模型，获得内锚固段两个粘结界面的应力分布弹性解，分析表明：钢绞线与注浆体粘结界面的峰值应力位于
锚孔孔口处，应力分布不均匀程度高，致使孔口处的钢绞线注浆体粘结界面首先发生脱粘破坏，脱粘界面以渐进的
方式向内锚固段末端传递，最终导致钢绞线从注浆体中旋转拔出。建议上述研究成果在以后的规范修订和锚固工
程设计时引起足够的重视。最后，给出了一个钢绞线与注浆体脱粘破坏的工程实例。
关键词：岩石力学；拉力型锚索；破坏模式；应力分布；失效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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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锚索这种岩土支护技术广泛地应用在矿

理的认识尚不完全清楚。从２０世纪中期开始，国内

山巷道、公路工程、铁道工程、深基坑支护工程、地下

外不少学者嵋。１都陆续对该方面进行了探索。蒋忠

硐室工程等诸多领域，锚索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形式，

信【６ ｏ用三参数高斯曲线描述注浆体与岩土体间粘

但在公路工程中目前应用最多的还是拉力型锚索。

结应力沿内锚固段轴向的分布；张季如等ｏ¨假定注

当前，在进行拉力型锚索的结构设计时通常认为：钢

浆体与岩土体之间的剪应力与剪切位移呈线性增加

绞线同注浆体之间的粘结强度推荐值远大于注浆体

关系，建立了荷载传递的双曲函数模型；国外的研究

同岩土体的粘结强度推荐值，钢绞线与注浆体的粘

以Ｉ．Ｗ．Ｆａｒｍｅｒ的成果最为有代表性，主要是他考

结力一般不起控制作用，一般工程可不必进行钢绞

虑了钢绞线、注浆体、岩土体三者之间相对刚度变化

线与注浆体粘结力的计算，对于重要工程，则应采用

对粘结应力分布规律的影响，使得其推导的公式更

钢绞线与注浆体的粘结力来对锚固长度进行校

具有普遍适用性，在国外的很多文献中应用较为普

核…Ｊ。由此可见，设计人员当前在进行锚固体设计

遍。

时最为关注注浆体与岩土体粘结界面，笔者在广泛

上述研究工作的开展增进了岩土工程界对拉力

调研西南山区失稳公路边坡的过程中发现，拉力型

型锚索失效模式及失效机理的认识，对工程设计具

锚索最为薄弱的部位是钢绞线与注浆体粘结界面。

有积极的指导意义。然而，当前所进行的研究大多

经分析，形成上述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对

得出了钢绞线与注浆体、注浆体与岩土体粘结界面

内锚固段两个粘结界面的应力分布规律及其失效机

应力分布规律相似的结论，普遍认为注浆体与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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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界面是控制拉力型锚索失效的关键部位。鉴于

活饮用水。注浆体的物理力学试验参照砂浆、混凝

此，本文选取强度差异极大的２种砂岩，１１种配合

土、岩石相关规范执行【８一引。２种岩石及１１种不同

比不同的注浆体进行拉力型锚索抗拔试验，并分别

配合比的注浆体的物理力学指标如表ｌ和表２所示。

选择合理的力学计算模型，获得内锚固段两个粘结

１．２试件的准备

界面的应力分布弹性解，据此分析拉力型锚索的失

将岩石加工成横截面为３０

ｅｍ×３０

ｃｍ，长度为

效机理，研究为行业规范的修订和后续锚固工程的

８０～１２０

设计提供了试验依据及理论基础。

间行距４０ ｃｍ，四周浇筑强度等级为Ｃ２０的混凝土

ｅｍ的条石，放置于平地上，条石与条石之

以稳固岩石。待混凝土１４ ｄ龄期后使用冲击电锤

１试验设计

在岩石上面垂直钻孔，孔深分别为１０

ｃｍ、１５ ｃｍ、２０

ｃｍ和２５ ｃｍ，孔径１．８ ｃｍ，孔间距４０ ｃｍ，使用压力
１．１

原材料的选取及其物理力学性能

为０．７ ＭＰａ的高压空气对钻孔进行清孑Ｌ，然后将注

本研究采用实际的钢绞线、岩石、注浆体为原材

浆体倒入锚孔内，用铁钎反复搅捣密实，将钢绞线对

料进行试验，试验试件按比例进行缩小。钢绞线：结

中插入，在自然条件下进行２８ ｄ龄期的养生，岩锚

构为１×７一科．８ ｍｍ，屈服强度矿“＝１
服荷载１５．７９ ｋＮ，极限强度矿户１ ３２６

在现场的布置如图１所示。

１２５

ＭＰａ，屈

ＭＰａ，极限荷

１．３拉拔试验

载１８．６２ ｋＮ，屈强比０．８５，破断伸长率１．５％。岩

待注浆体达到２８ ｄ龄期后，按锚的预估极限抗

石：一种为强风化砂岩，文中简称软岩；另一种为中

拔荷载分５～６’级，逐级给锚索施加轴向荷载，每级

风化砂岩，文中简称硬岩。水泥：Ｐ．０．４２．５普通硅

荷载施加完毕后立即测读荷载和内锚固段外端点位

酸盐水泥。砂：渠河砂，晒干后过孔径２．０ ｍｍ的圆

移的大小，稳定１ ｍｉｎ后再测读一次，即可施加下一

孑Ｌ筛去除大粒径的集料，细度模数晰＝１．５。水：生

级拉拔荷载。当内锚固段外端点位移明显增大时，适

表ｌ岩石的物理力学指标
Ｔａｂｌｅ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万方数据

Ｔｈｅ

１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ｒｏｃｋ

１１种不同配合比的注浆体的物理力学指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ｆ

ｅｌｅｖｅｎ ｃ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ｒａｔｉｏｓ

“１减小加衙速率．试验特绁到锚完仝艘捌、时停止，获

表小山铺㈨挫的Ｉ培盼柴一Ｋ度的注浆体１Ｊ，ｉｆｌ发

僻钳的失杖破Ｈ、模，℃托拔试验装置如Ｍ ２昕

生计结破材、肝，内锚陶段余Ｆ郫分钢绞线从址浆体

Ⅲｉ

ｔ｛－旋转拔Ⅲ，简称复台破坏
从丧３町Ｕ看Ｈ：．８０舣岩锚．有６５根发乍钢绒
线沣浆体粘结抖面的破坏，仅｛】９根发生汴浆体崭

打耕结抖面的破坏，６根产生复合破坏．荩实在实
体工程一｛Ｉ，岩锚的自山段用螭料管允填防腐汕脂衍
外部孔道岛址灌沣沣浆体并佗十岩体内部．ｎ巾段
注浆体起到部分锚『目作用．复合破坏模式根本不可
能发生，会转化成钢绞线‘』注浆体脱粘的破坏模式
试验结果与现场调研发剐吻合，笔者认为．内锚圈段
ｆ．哪个粘结罪耐的ｌｉ力分布规律不一致足产生ｒ述
试验绪粜的真正砸田。冈此．为探求扯＾型锚索的

失效机理，本文推导ｒ内锚固段荫个牯结界面的应
力分ｍ，弹性解。

２理论分析
２

１

注浆体与岩石界面粘结应力分布弹性解
１【Ｊ口，注浆体与崭打羿向牯结应』Ｊ分布规律研

究大多数学者采用ｊｔ性、＃无限体明德林解。山于
注浆体。４岩石址物性相近的两类介质，弹性横景差
圳ｆ大．二肯刚度较为旺自￡。采用明德林解来研究ｆ｛！

浆悼与岩“界面的应山分布规律是恰”｛的很多学

围２拉拨试验装ｉ

哲Ｉｔ此郁进行过深人研究，在此不再赘述，求得的注
浆休岩“界面枯结直力沿轴向的分椰方程为
１

４试验结果

ｒ小）＝争。号。

逋过拉拨试验获褂８０根岩锚的支娥破新、模式
如表３所小ＡＣ表州钢绞线与涟浆体发生牯结破
坏．ｃＲ表ｊ；注浆伴与岩ｎ照生槲『结破坏，（：Ｒ

式巾＾。为锚张拉端所施加的轴向拉拔侍戡，（Ｎ）：

＾ｃ

表３拉拔试验岩锚失效模式￡总表
Ｆｇｂｌｅ

万方数据

３

Ｓａｍｍａ＿＿ｌａｍｅ＿＿ｒ

ｎＨ

㈩

ｋ“ｎＩ｝¨＿ｒｈｌＩ…·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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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石‘ｉ了舌丽【若），注浆体岩石界面的综

根据微元体轴向力的平衡条件，可以建立如下
平衡方程

警＋÷（掣）＝０

合刚度系数。以为围岩体的泊松比，Ｅ，为围岩体的
弹性模量，见为锚孔的半径，Ｅ。为锚固体的当量弹

㈤

性模量；Ｃ。＝２１ｒＲ。，锚孔周长，（ｍ）。

式中矿。为轴向应力；ｒ。为剪应力。对式（２）从Ｒ。

２．２注浆体与钢绞线界面粘结应力分布弹性解

到如积分

偿塑掣砌＋偿掣毋＝ｏ（３）

钢绞线在轴向拉拔荷载的作用下，当注浆体与
钢绞线粘结面处于弹性行为阶段时，其内锚固段影
响范围内的注浆体及围岩体复合介质是典型的弹性

整理得

力学轴对称问题¨“（图３、图４）。

云［ｆ磐仃。（ｒ，Ｚ）ｒｄｒ ７一Ｒａ＇ｒ（ｚ）＝ｏ

（４）

式中Ｒ。为钢绞线半径；Ｒｇｒ为注浆体、围岩体复合
介质内的剪应力影响半径。根据Ｒａｎｄｌｏｐ的研究，
尺∥可表示为：Ｒ矿＝２．５（１一弘，）ｚ，ｐ，为围岩体的泊松
比，Ｚ为锚的内锚固段长度。
从图４可以看出，丁。（Ｒ。，ｚ）兰丁（Ｒ。，ｚ）墨ｆ（ｚ）
以及边界条件丁。（Ｒ矿，ｚ）＝０，式（４）可以变换为

掣＝鑫心，

－Ｊ

出

Ｒ二一膨一７

㈣
、’

式中醒（三）为注浆体、围岩体复合介质内沿径向
影响范围内的平均轴向应力。
同样对于钢绞线，存在如下关系

掣＝去㈤
Ｃ配

㈤

式中《（：）为钢绞线的轴向应力。代式（５）入式

Ｚ

图３锚的轴对称力学模型
Ａｘｉａｌ

Ｆｉｅ，３

瓜。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ｓ耋ｂ）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

ｓ三拓）

＞ｆ
ｌ—Ｊ＿—十—＿ｒ—Ｔ—ｒ‘－Ｉ●

ｌ

（２）得

ｏｆ ａｎｃｈｏｒ

Ｆ！ｂ）

１、
ｌ●Ｉ

＼

ｒ●．．，—一Ｉ

揆滚 荔蓁蓼爨磁
剑墼鉴／厶产‰

ＴＪ吲ｌ

ｉ＋７，ｚ＋蕊ｒ【彳）．Ｕ
誓÷。＋鑫ｒ∽＝。
铲引吾一张２Ｒｏ心）】
她‰：０糯ｆ＝器心）

丁。＝ｒ（Ｒ。，彳）苷

（７）

（８）

（９）

注浆体、岩石是物理力学性质相似的材料，根据岩体
本构理论中的理想弹性体模型，注浆体、围岩体复合

节Ｌ叫

介质的剪应力、剪应变关系可用虎克定律表示如下
』亡

ｒ。＝勺ｙ＝铭蒉

图４钢绞线及其影响复合介质（注浆体、围岩体）微元模型
Ｆ毡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 ０ｆ

ａｎｃｈｏｒ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ｅｄｉⅧ（卵Ｉｔ ｍｄ

ｗｃｋ）

式中铭为注浆体、围岩体复合介质的剪切模量；亭
为复合介质的轴向位移。
根据式（９）和式（１０）有

万方数据

（１０）

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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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者器降ｒ卜㈣，
￡一鼠＝嚣岛叫譬州
从Ｒ。到ｒ积分得

＝百ｒ（Ｒ石ｏ，ｚ而）Ｒｏ【Ｒ；ｌｎ瓦ｒ ７１ ｒ２一Ｒ：）】（１２）

（；喃卜蠢ｆ乏（卜鼠）ｄ（∥）

在此，引入平均位移差的概念

２９卷

掣２

式中Ａ２＝Ｒ生．ＦＥ．【１＋丽ＥｏＲ２４”微分方程
——■广一
ａ－ａ２０－三（Ａ

Ｉ（１９）
ｌ了，

（１９）的通解为

仃三（ｚ）＝ｃｌｓｈ（肛）＋ｃ２ｃｈ（Ａｚ）

（２０）

当弘。，州加龛时＇ｃ２＝龛；当弘如弛）＝。
时，ｃｌ一蓑叫ｈ（ａｔ）。

（１３）
将式（１２）带人式（１３）积分并经过整理得

将常数ｃ。、ｃ：代入式（２０）得钢绞线的轴向应力
分布方程为

ｒ（尺。，ｚ）＝了Ｇｇｒ Ｌ言－－一纠

（１４）

鼽参数，＝焉·ｎ Ｒ见ｇｒ一采％一等，

艰力２蓑［ｅｈ（妇）＿ｃｏｔｈ（Ａ／）ｓｈ（ｈ力］（２１）
根据式（６）得

根据式（６）及式（１４）得

Ｋ。…“ｄ，
掣＝一麓１（ｈ）
———■一＝一’＝＝■【亡一芒ｎ
ｄ：

ｚ）：ｏ

ｚ，２ｕ

１３）
（１５）

Ｊ

Ｉ

心）＝一等掣

（２２）

将式（２１）代入式（２２）并整理，得到钢绞线注浆体界

‘７

面上的粘结应力沿轴向的分布方程为

对式（１５）两边再次微分得

掣＝一面２Ｇ＾ｓ，＼／瓦Ｅａ吲－ｓ，ｄｚ

小删）（１６）

下嘈（彳）＝乏ａ似Ａｏ。［ｃ。ｔｈ（Ａｚ）ｃｈ（舡）一ｓｈ（Ａ：）］（２３）

２一朋。Ｅ』Ｅ。％ｕ广％¨７ｒ“７

式中Ｅ。为钢绞线的弹性模量；Ｅ矿为注浆体、围岩
体复合介质的当量弹性模量。
根据微元段横截面轴向力的平衡有

以注浆体Ｇ７锚固下的２５ ｃｍ长岩锚为例，假定

积２。盯。ａ（ｚ）＝一７ｒ（尺≥一尺：）盯：（ｚ）

（１７）

吒ｇｒｏ）－一初三ｏ）

整理得

其轴向拉拔荷载Ａ。为３

０００

Ｎ，钢绞线的泊松比非

常小，测定困难，假定为Ｏ，钢绞线的半径Ｒ。为２．４

Ｐ２

一

３失效机珲探讨

，，ｏ、
、

ｍｍ，锚孔半径死为９ ｍｉｌｌ。则由式（１）和（２３）可分

７

别求得注浆体岩石界面及钢绞线注浆体界面的粘结

将式（１８）代入式（１６）并整理得

应力分布如图５。

６ ４

４

爰
善
Ｒ

８

３

２

ｌ

６

｛聋

蟓
罄
糖
昧
悼
采
避
｛｛Ｉ｝
妫

盂善Ｒ讶姆聋随睬簟媒掰餐辚举

０

６

０

４

Ｏ

２

Ｏ Ｏ

Ｏ Ｏ
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０

２ｒｉｏ

内锚固段长度／ａｍ

图５

万方数据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内锚嗣段长度／ｍｍ

（８）钢绞线注浆体界面粘结应力分布曲线

Ｆｉｇ．５

５０

（ｂ）注浆体岩石界面粘结应力分布曲线

内锚固段界面粘结应力分布曲线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ａｌ ｂｏ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ＢｒＷＬⅪｏｆ ｅｍｂｅｄｍ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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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５看到，内锚固段的界面粘结应力分布具
有下述特征：

点位于彳＝／１／ｎ处，其ｒ孑（／ｌ／ｎ＝Ａｏ

Ｓｉｃ６如值。

而且可以看出，峰值粘结应力与轴向拉拔荷载成正

１．无论是钢绞线与注浆体还是注浆体与岩石

比，当粘结界面处于弹性行为阶段时，轴向拉拔荷载

界面之间，粘结应力分布都是不均匀的，在靠近内锚

越大，粘结界面上的应力越大，粘结应力的分布形态

固段的张拉端侧粘结应力高度集中，峰值粘结应力

及峰值点不变，但粘结应力分布的不均匀程度增加。

是平均粘结应力（沿内锚固段全长的平均值）的数

４．被锚固围岩体的弹性模量对两个界面的粘

倍。相对而言，注浆体与岩石之间的粘结应力分布

结应力分布影响显著。在钢绞线、注浆体、围岩体这

不均匀程度要远小于钢绞线与注浆体之间的粘结应

三相介质中，钢绞线、注浆体作为人造材料，其力学

力分布不均匀程度。在软岩锚索的注浆体岩石粘结

性能稳定，波动幅度不大，而岩体作为天然地质体，

界面上，当ｚ＝４８．０８ ｍｍ时，粘结应力峰值ｒ。（名）＝

处在复杂的地质环境中，其力学参数带有很大的随

ＭＰａ，平均值：０．２１２ ＭＰａ，峰平比：３．１６；在硬

机模糊性¨２Ｉ，因此，可以认为界面粘结应力分布形

０．６６９

岩锚索的注浆体岩石粘结界面上，当＝＝４１．５０

ｍｍ

态的变化主要是由于被锚固围岩体的力学参数变化

时，粘结应力峰值丁，（ｚ）＝０．７７５ ＭＰａ，平均值：

所致。图５中的软岩锚索，被锚固岩体松软，弹性模

ＭＰａ，峰平比：３．６５；而在钢绞线注浆体粘结界

量低，则两个界面上的粘结应力峰值就小一些，粘结

面上，不论是软岩还是硬岩，粘结应力峰值均位于Ｚ

应力分布的范围广且相对均匀；而对硬岩锚索，被锚

ｍｍ处，软岩和硬岩锚索的粘结界面应力峰值分

固岩体坚硬，弹性模量高，两个界面上的粘结应力峰

ＭＰａ，平均值：Ｏ．７９６ ＭＰａ，峰平

值就大，且注浆体岩石粘结界面上的峰值应力点向

０．２１２

＝０

别为５．４０

ＭＰａ、６．３３

比分别为６．７９、７．９５。

锚的张拉端移动，两个界面的粘结应力分布范围变

２．无论是钢绞线与注浆体还是注浆体与岩石

小，不均匀程度增加。

界面之间，其粘结应力的分布范围只在内锚固段靠

试验结果及理论分析表明：钢绞线与注浆体的

张拉端的有限长度上，而不是沿全长分布。在此，假

粘结面是控制拉力型锚索失效的关键位置，其常见

定粘结界面上的粘结应力为该界面最大粘结应力

的破坏模式为钢绞线与注浆体粘结面之间的脱粘破

ｌ％的点为内锚固段有效长度的临界点，对软岩锚索

坏，破坏形式是钢绞线从注浆体中旋转拔出。产生

的钢绞线注浆体、注浆体岩石粘结界面，该临界点分

这样的失效模式的主要原因是：钢绞线注浆体粘结

别为１７０

界面的应力分布不均匀程度显著高于注浆体岩石粘

ｍｍ，对硬岩锚索的钢绞线注浆

ｍｍ、１７２

体、注浆体岩石粘结界面，该临界点分别为１４５

ｍｍ、

结界面的应力分布不均匀程度，且钢绞线注浆体粘

Ｎ的荷载作

结界面的峰值应力位于锚孔孔口处，当拉拔荷载超

用下，内锚固段只有靠张拉端一侧６０％范围内分布

过一定值时，孔口处的钢绞线注浆体界面粘结应力

有粘结应力，而软岩锚索的粘结应力分布范围要大

首先超过注浆体的弹性极限而进人塑性流动状态，

一些，达到了６９％。

界面发生脱粘破坏，脱粘段的界面残余强度主要由

１４９

ｍｍ。即对硬岩锚索来说，在３

０００

３．钢绞线注浆体、注浆体岩石粘结界面上的粘

界面摩擦力提供。如果张拉端的荷载持续增加，脱

结应力分布规律不同。在同等张拉荷载作用下，钢

粘界面则向内锚固段末端传递，并以渐进的方式发

绞线注浆体界面的粘结应力呈单调递减的分布，峰

生滑动和改变着粘结应力的分布，最终导致钢绞线

值应力大，而注浆体岩石界面的粘结应力呈单峰上

从注浆体中旋转拔出，锚固体系遭到破坏。

凸分布，在锚孑Ｌ孔口附近粘结应力急剧增大并达到
最大值，然后沿着内锚固段的末端逐渐减小，并很快

４工程实例

趋近于０。这主要是由于钢绞线注浆体界面受剪面
积小，钢绞线和注浆体两者之间的刚度极端不匹配，

向家坡滑坡位于渝黔高速公路Ｋ１３＋５００一Ｋ１４

而注浆体岩石界面的情况正好相反。对同一根锚索

＋０００段向家坡立交左侧古滑坡体上，在公路修建

而言，两个界面的峰值粘结应力点不在同一横截面

时，采用预应力锚索框架梁、抗滑桩等措施加固。

上。对于钢绞线注浆体粘结界面，其峰值粘结应力

１９９８年渝黔高速公路施工期间，古滑坡出现明显复

点位于锚孑Ｌ孔１３处，其值ｒ＝１（０）＝ＡＡ。ｃｏｔｈ（Ａｚ）／

活，多次发生大面积滑坍，由于治理效果不佳，坡体

２ｅｒｒ。，而对注浆体岩石粘结界面，其峰值粘结应力

仍在继续滑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再次对该路段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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