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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热熔式可回收、智能锚杆杆体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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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智能热熔锚具杆体

3.永久锚具杆体

4.数字智能永久锚具杆体

锚杆：

1.热熔锚具杆体压力分散型锚索

数字智能热熔锚具杆体压力分散型锚索

2.热熔锚具杆体压应力分散型锚索

数字智能热熔锚具杆体压应力分散型锚索

3.永久锚具杆体压力分散型锚索

数字智能永久锚具杆体压力分散型锚索

4.永久锚具杆体压应力分散型锚索

数字智能永久锚具杆体压应力分散型锚索



 杆体材料

 热熔锚具杆体

 数字智能热熔锚具杆体

 压力分散型锚索

 热熔锚具杆体压力分散型锚索

 数字智能热熔锚具杆体压力分散型锚索



 杆体材料

 热熔锚具杆体

 数字智能热熔锚具杆体

压应力分散型锚索

 热熔锚具杆体压应力分散型锚索

 数字智能热熔锚具杆体压应力分散型锚索



 杆体材料

 永久锚具杆体

 数字智能永久锚具杆体

压力分散型锚索

 永久锚具杆体压力分散型锚索

 数字智能永久锚具杆体压力分散型锚索



 杆体材料

 永久锚具杆体

 数字智能永久锚具杆体

压应力分散型锚索

 永久锚具杆体压应力分散型锚索

 数字智能永久锚具杆体压应力分散型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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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拔承载力高

 锚固工程位移量小

 钻孔、旋喷、注浆一体化，工效高

 结构和功能的多样化

 综合单价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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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智能锚索

1、技术产品
数字化智能锚索是在承载体前的锚具内部设置测力装置，通过钢绞线外侧PE套管内的导线实

时传出数据，目前可以实现锚固端钢绞线的内力在外面的仪器上直接数字化显示，可以和热熔
技术结合实现既可以通电回收又可以实时监测。

后续可以结合互联网技术将数据传输到终端，可以在办公室实现远程监测……等，与其它现
有技术结合，提高智能化水平。

导线传出数据

内含测力装置

导线传出数据

二. 数字化锚杆的原理和特点



2、监测展示 3、技术性能参数

序号 项目 数值

1 量程 200KN

2 灵敏度 1.2±0.1MV/V

3 综合精度 0.5%F·S

4 安全载荷 150%

5 允许过载 200%

6 断裂荷载 500%

7 密封等级 IP68





四. 可用于解决哪些问题？

（1）数字化智能锚索测量的是锚索锚固段承载体处筋体的轴向内力，与传统方法测量锁定端

有所不同，如下图：



（2）改变传统监测手段（应力环等）由于现场环境差导致实际测量的稳定性差、耐久性差的现象。

（3）可用于永久结构和部分重要的临时结构，如永久性边坡锚索的监测和补强加固、超大深基坑

的锚索监测。

总之，数字化智能锚索为复杂的岩土结构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传统方式：应力环

1、测锁定处的力

2、外界影响大

3、覆盖率低

4、耐久性差

新方式：数字化测力

1、测锚固段处的力

2、外界影响小

3、覆盖率高，每根钢绞线可测

4、耐久性好



三、热熔式可回收锚索

（一）、原理及特点
1. 原理：
热熔锚具张拉锁定后可以像普通锚具一样通过夹片将钢索锁住，在锚杆使用完成后，通过低压通

电将锚具内部结构熔化破坏，解除夹片对钢绞线的束缚，从而给钢绞线卸荷，实现回收钢绞线并重
复实用。

图1 热熔式可回收锚索原理图



热熔式可回收锚杆

回收装置

承压板



出线孔保护钢管



2 性能特点：

•（1）安全性达到永久锚标准

可回收装置的静载锚固系数超过95%，且能承受200万次的疲劳性能检测，完

全不用担心可回收装置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强度破坏！已在24米深基坑中使用。



达到永久锚的Ⅰ级防腐标准要求

达到永久锚具的200万次的疲劳试验

5年可回收



（2）．解锁回收受长度影响极小

热熔式可回收锚索解锁采用低压电通过钢绞线两侧的导线进行

解锁，锚索长80米和10米时，解锁基本无差异。

无差异解锁

原技术
新技术



（3）.解锁回收不受锁定值大的影响

即使锚索内力大出现夹片和回收装置间变形，也可以轻松通电解锁。锚索内力

达到钢绞线的95%时，都可以轻松解锁！

（4）.使用5年可解锁回收

锚索的防腐效果达到永久锚防腐标准，可以实现在水中连续浸泡一个月后进

行解锁，在支护时间较长的超大、深基坑中完全适用，不要担心腐蚀后无法解

锁的现象！

原技术 新技术



有效效率系数的重要性

重点
锚索能实现解锁且解锁装置不被拉坏的上限！



热熔锚具已通过国家建构筑物质量安全监督中心的相关检验，其性能已

达到永久性锚具的质量要求。

国家工业建构筑物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

回收装置安全性能满足国家最高标准



周期荷
载性能
满足要
求

静载锚
固性能
满足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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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3 、产品及工厂标准化制作：



热熔式可回收锚杆

回收装置

承压板

成品







•全自动回收设备

•锚杆回收时，将锚杆

解除锁定拆除锚具后

，将设备安装到钢绞

线，钢绞线即可自动

循环回收，直至钢绞

线全部拆除回收完成

。

•第三代 快装型4、6索同时自动回收设备











四、热熔式可回收锚杆设计、施工、回收：

1 、设计要点：

（1）有效效率系数

（2）拆换撑

（3）工艺选择



（1）有效效率系数的目的

可回收锚索应在设计时考虑回收装置的有效效率系数，因为所有的可

回收锚索，都在可回收装置处对原钢绞线的强度做了折减，简言之，就

是可回收装置在钢绞线的极限抗拉强度之前就破坏了，因此，可回收锚

索设计时一定要把有效效率系数考虑进去。

锚索能实现解锁且解锁装置不被拉坏的上限！

建议不宜低于90%！

热熔锚不低于95%



（2）、方法

钢绞线或预应力螺纹钢筋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N——锚索拉力设计值（N）；

fpy——钢绞线或预应力螺纹钢筋抗拉强度设计值（N/mm2）；

Ap——预应力筋的截面积（mm2）。

η——锚索效率系数（%），回收装置和钢绞线连接件的静载锚固性能，采

用可拆芯锚索时，由试验确定，试件须同时满足静载锚固性能和可回收性能，即

可拆芯锚索的效率系数是指在可拆芯的前提下的效率系数，且不低于90%；

N≤ fpy Apη









（2）拆换撑

设计热熔式可拆芯锚索时，腰梁或地连墙上锚头标高与楼板或底板标高差

宜保持在0.5～1.5m之间，锚头前端与地下室外墙的距离不宜小于1.0m。



（3）工艺选择

热熔式可回收锚杆改变了锚杆的杆体，工艺可与现有的施工工艺结合，常

用的为普通注浆型锚杆和旋喷扩大头型锚杆。

图2 普通注浆型锚杆 图3 旋喷扩大头锚杆



2 、施工、回收要点：

（1）根据设计的工艺施工

（2）回收工艺

（3）如何实现100%回收



（1）按设计施工工艺施工

普通注浆型锚杆施工顺序

1 锚孔定位 ：测放锚孔位置，锚孔定位要准确，误差符合图纸设计允许范围内，钻孔就位，钻孔定位偏差≤100mm，并
按设计要求调准好角度。
2 套管钻进：根据锚索的有效长度、锚固段要求，锚固钻机与围护桩的间距准备好相应的套管数量并进行钻进，套管型
号依据产品参数选择；
3 洗孔：钻孔到设计深度后进行清水洗孔，通过清水将孔中的土和泥浆冲洗出来。
4 套管内注浆：将配置好的水泥浆通过导管法在标定的压力下注入套管孔中，当纯净的水泥浆从套管口溢出时，停止注
浆。
5 下锚：注浆完毕后，检查热熔可回收锚索产品的尺寸，确保能满足最小锚固段及自由段的长度等于或者超出锚索的最

小设计值要求，中心定位器必须牢固的装在钢绞线上；检查完毕后采用人工方式将锚索插入孔中；下锚结束后在套管中
进行补浆后取出套管。
6 锚索二次注浆：施工结束后24小时内进行二次补浆，注入的水泥浆液配比按设计要求配置，持续注浆直至水泥浆溢出
锚定孔；制备好的浆液不得离析、不得停置时间过长，超过2h的浆液应按废浆处理。
7 锚具安装：当注浆完成并满足养护期要求后，开始安装锚具，并准备施加预应力，锚具与锚索必须处于一条直线上，

锚具与锚索不能形成角度而导致预应力受损。



（1）按设计施工工艺施工

旋喷扩大头头型施工顺序

1锚孔定位
测放锚索孔位，钻机就位并调整至锚索的设计角度。

2 非锚固段推进
a 直接推进

锚索安装在钻杆上，采用清水引孔，水压控制5～15MPa，引进速度根据土层的硬度适时
调整，使锚索整体匀速前进，钻杆推进的同时将锚索杆体带入。

b预成孔推进
采用螺旋钻杆、三叶钻头先行成孔，根据土层可掺加膨润土、水泥、发等。
3 锚固段水泥浆压力扩孔

锚固段采用水泥浆压力扩孔，扩孔的喷射压力应不小于20Mpa，喷嘴给进速度宜控制在
10～15cm/min，喷嘴转速宜控制在5～15r/min，水泥浆水灰比 1.0～1.2；锚固段扩孔一
次完成。
4 退出钻杆。



（2）回收工艺

A、热熔锚索拆除时满足的条件
（1）热熔式可回收锚索需在换撑已完成的情况下进行，即锚索拆
除后支护体的结构仍是稳定结构。
（2）操作平台不宜低于锚索孔口标高1.5米，不宜高于锚索孔口标
高0.5米。
（3）锚头前端与地下室外墙的距离不宜小于1.0米。
（4）锁定锚头处外露的钢绞线需保持完好，外露钢绞线不得少于
20cm。



B. 拆除需要的主要设备

名称 图示 规格 数量 用途

变压器
低压36V，4

接口或6接口
根据作业面

选择
热熔解锁

前卡式千斤
顶

单孔穿心千斤
顶

1 卸除夹片

自动回收设
备

根据需要选择
4孔或6孔

根据作业面
选择数量

拆除钢绞线



C.热熔式锚索拆芯回收步骤：
(1)解锁

a方法一：锚索进行卸压、拆除锚具、通电解锁；
b方法二：通电解锁、拆除锚具；（常用方法）

(2)拆除钢绞线
热熔解锁后利用自动回收设备拆芯。

D 流水施工的组织
锚索拆除回收以3人为一组，由于回收钢绞线的设备可以自动工作，

在安装自动设备后，每组可进入下一根锚索的自动设备拆除工作，按
工作熟练程度，每组可控制2~6台设备进行回收。



注：1、自动回收设备现实测拉拔速度0.3～0.35m/min；
2、锚长20m的回收时间20m/（0.3～0.35）=（57～66）min；
3、现以锚长20m为例，回收时间计60min；每台设备安装以5min为计，
编制流水施工进度计划表，可安装12套回收设备；
4、回收班组以3个人为一个班组；以8小时工作计每小时安装10套设备，
一天可完成约80根锚索的回收。



（3）如何实现100%回收
(1)实现百分之百回收的管理办法
①建设单位为责任主体，应组织首选产品回收率高的产品。
②对回收不出来的锚索必须停工进行套钻等补救措施，兑现100%的回收承诺。
③锚索工程验收应提交下列资料

a 原材料出厂合格证、原材料现场抽检试验报告、回收锚固装置抽检试验
报告。

b 锚索工程施工记录、回收记录。
c  锚索验收承载力试验报告 。
d  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
e 设计变更报告。
f  锚索100%回收验收评估报告。
g  竣工图（未回收锚索布置平面图、剖面图）。

(2)热熔锚实现100%回收的技术措施
①产品选择
产品分为单导线和双导线两种。



②施工控制
a 施工锚索下放前进行通电检测，通电完好的才允许下锚施工；
b 施工后立即测定锚索通电，若不通电，在水泥初凝前拔出杆体重新施工；
c 锚索锁定后测定锚索通电情况，出现不通电锚索的情况下，可以事先制定相应的补救措施：第
一种方法可以在主体结构未施工时使用全套管方法钻孔取芯；第二种方法是在主体结构施工后穿
过地下室外墙采用全套管钻进取芯，拔出锚索。对全套管钻孔留下的空孔可采用泡沫混凝土填充。



E.其它注意事项
由于自动回收设备回收完钢绞线后，会自动脱落，如果操作台面积不

够或高度超过30cm，需要用绳索绑住千斤顶，固定到安全基座上。
在使用前卡式千斤顶卸除夹片时，注意人员应避免正面面对夹片，防止
夹片飞出伤人。

F. 常见问题及分析
问：施工方需要准备所有的工具和设备吗？

答：目前我们提供自动回收设备和自动回收设备油泵的租赁服务，施工方
可准备前文的其它工具，如某些工具难于组织，可以提前联系我们，我们
会提供相应租赁服务。

问：如果现有的操作平台低于锚索孔口较多，如果组织操作平台？
答：宜采用简易的脚手架搭设回收平台；以便更好的操作，脚手架的设置
须满足《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30-2001)，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91) 《建筑施工门式钢管脚手
架安全技术规范》(JGJ128-2010)。
如下图：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BB%BA%E7%AD%91%E6%96%BD%E5%B7%A5%E6%89%A3%E4%BB%B6%E5%BC%8F%E9%92%A2%E7%AE%A1%E8%84%9A%E6%89%8B%E6%9E%B6%E5%AE%89%E5%85%A8%E6%8A%80%E6%9C%AF%E8%A7%84%E8%8C%83%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5%BB%BA%E7%AD%91%E6%96%BD%E5%B7%A5%E9%AB%98%E5%A4%84%E4%BD%9C%E4%B8%9A%E5%AE%89%E5%85%A8%E6%8A%80%E6%9C%AF%E8%A7%84%E8%8C%83%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问：现场设备出现故障如何解决？
答：先检查电源电路情况，如无法解决，可联系各项目专职服务人或致电
0512-68093355：



国际上关于可回收锚索情况

（1）日本

（2）韩国

（3）美国

（4）德国



（1）日本







（2）韩国

第三条（占用费的算出标准）《道路法》第66条第4行与《道路法实行令》第69条
第2行的占用费算出标准为如下图表。
如锚杆的外径为0.5m，长度为10m，共100孔，
则一年的占用费为63.25元x10mx100孔=63,250元/年
第四条（占用费等的收缴，征收）

①《道路法》第61条与《道路法实行令》第54条，对于已获得道路管理局来管理的
道路的占用认可的使用者收缴占用费， 对于没获得道路管理局来管理的道路的占
用认可的使用者征收赔款。
②区政府需要收缴，征收占用费时必须给缴纳对象发布纳入告知书。

③占用期间未到一年时的占用费按照使用道路占用认可的时间来收缴全额，占用期
间超过一年时每会计年度单位来收缴当年的占用费为认可占用的时间为准，其后的
点用非在会计年度开始后三个月内收缴，征收。



（3）美国



（4）德国



三、工程案例



部分回收案例统计

No. 项目名称
锚索施工
起止时间

基坑深度
（m）

基坑面积
（m2）

锚索数量
(折合2索计，m)

回收率

1
长发商厦东侧附房翻
扩建基坑围护工程

2013.6.8～
2013.7.5

11.4 3000 6000 97%

2
苏州市吴中区苏地
2011-B-40地块项目

2014.4.17～
2014.4.25（一道
锚）；2014.5.28
～2014.6.7（二道

锚）

9 5.6万 4000 96%

3
太湖金港商业综合体
项目基坑围护工程

2013.12.21～
2013.1.10

10.4 3.1万 2.4万 99.6%



1、徐州中央国际基坑围护工程

挖深
20m

第4排围檩
施工中



回收出的

钢绞线

自动

回收机



2、太湖金港商业综合体基坑围护工程

最大水平位移19mm



2015年，苏州召开关于压应力分散型锚杆和热熔可回收技术的交流会。

2、太湖金港商业综合体基坑围护工程



2、太湖金港商业综合体基坑围护工程



新设备同时回收4/6索，高效快捷

2、太湖金港商业综合体基坑围护工程



长发商厦（5F）

保护性建筑

基坑施工时两侧建筑物均正常使用

最大水平位
移12.5mm

靠房子处
1.54mm挖深11.4米

3、长发商厦翻扩建基坑围护工程

回收出
的

钢绞线



桩身最大位
移14mm

右侧图片中扩大头
直径600mm，所在土层
为粘土，主要参数为：
重度19.7kN/m3，快剪
试验粘聚力55kPa，内
摩擦角14.8度。

3、长发商厦翻扩建基坑围护工程



4:阳光城苏南区域丽景湾项目基坑支护工程



甪直阳光城项目
基坑项目位于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金鸡湖大道南侧、重村北路东侧，基坑周长约

632m、面积21348㎡，基坑深度6.4m～8.0m。基坑支护采用SMW工法桩+压应力分散型旋喷
扩大头热熔式可回收锚索围护方案。基坑由苏州中岩勘察有限公司设计，名筑建工集团
施工，苏州市能工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供热熔式可回收锚索产品和技术。

4:阳光城苏南区域丽景湾项目基坑支护工程



阳光城苏南区域丽景湾（小地块）项目基坑支护工程



4:阳光城苏南区域丽景湾项目基坑支护工程



4:阳光城苏南区域丽景湾项目基坑支护工程



4:阳光城苏南区域丽景湾项目基坑支护工程



4:阳光城苏南区域丽景湾项目基坑支护工程



5:朗诗建设北路项目



成都朗诗项目
朗诗基坑围护项目位于成华区建设北路三段，由中冶成都勘察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设计、施工，苏州市能工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供热熔式可回收
锚索产品和技术。锚索共20根，均为5索，单根锚索长21米。
一、施工阶段
1、锚索施工前，对20组锚索共计100束钢绞线进行检测，全部正常通电。
2、施工后，由于工作面的原因，抽检了10根锚索，锚索全部正常通电。
3、热熔式可回收锚索张拉锁定时间：2017.11.23—2017.11.25
张拉锁定后，抽检了10根锚索，全部正常通电。
二、回收阶段
热熔式可回收锚索回收施工时间：2018.04.24—2018.05.03
1、锚索回收前，逐一检测，发现有1根锚索被破坏严重，分析原因，是

因为预留马道处在后挖除时钢绞线被挖散。其余有3根锚索的各一束钢绞线
通电异常，其余均正常通电回收，回收时使用全自动回收机，安全快捷。
2、针对前文中出现的被挖散的锚索，卸除夹片，割除挖散的外露钢绞线，

找到垫板处的导线，发现通电正常，进行通电回收。

5:朗诗建设北路项目



建设北
路

5:朗诗建设北路项目



3、处理完被挖散钢绞线的锚索后，锚索回收率已达到97%。另外针对通电异常的3束钢
绞线进行检测判定断电位置，发现其中1根的导线破坏在桩后位置，通过破除两桩中间，
找到完好的导线后，进行通电回收。
4、通过上一步骤的操作，回收率达到98%，有两束钢绞线通过检测，导线破损位置在锚

孔较深处，用正常的通电方法不好回收，这时，针对这两束钢绞线可以采用补救方法拆除。

5:朗诗建设北路项目



6:苏地2016-WG-62号1B区20#地块



6:苏地2016-WG-62号1B区20#地块



7.  太原项目



7.  太原项目



8.  武汉创世纪B地块



8.  武汉创世纪B地块



9.  苏地2017-81地块



9.苏地2017-81地块



杭州地铁项目



武汉光谷项目基坑支护工程原始记录



武汉光谷项目基坑支护工程原始记录



平江新城项目



四、检测、监测

1 进场检测

2 施工监测



1 进场检测

（1）有效效率系数检测



苏

州



苏 州



山东济南



南 京



（2）重点工程进行小疲劳和

大疲劳检测



周期荷载
性能满
足要求 静载锚

固性
能满
足要
求



满足200万
次的疲
劳性能
试验

GB-T14370-

2007《预应力
筋用锚具、夹
片和连接器》
中对永久性预
应力用具的要
求。



2 施工监测

（1）常规锚索内力监测

（2）重点部位锚固段内力监测-每个单元锚

分别进行监测



其它案例及活动



A.福建福州梅园项目



B.江西南昌乐盈广场



C.山东青岛绿城项目



D.云南昆明项目试锚



E.湖北武汉市亚洲心脏病医院基坑项目试锚



F.昆山金鹰广场一期



G.杭州项目



H.江西南昌太古项目



I.成都帝一广场项目



J.温州苍南医院项目



K.武汉新荣村项目



L.南昌航信大厦项目



M.太原项目



N.太原项目



O. 苏地2016-WG-62号1B区20#地块



2015年11月20日，应中国建科院地基所邀请，为地基所介绍压应力分散型锚杆和

热熔拆芯技术



2015年11月20日，应中国建科院地基所邀请，为地基所介绍压应力分散型锚杆

和热熔拆芯技术,图为中科院地基所所长高文生



2015年11月27日，应山东地矿局邀请，为地矿局下属30处分公司负责人介绍压

应力分散型锚杆和热熔拆芯技术



2015年11月27日，应山东地矿局邀请，为地矿局下属30处分公司负责人介绍

压应力分散型锚杆和热熔拆芯技术





2015年11月5日，应马来西亚当地建筑商邀请，为其做技术介绍。

2017年3月，应马来西亚当地建筑

商二次邀请，为其做技术咨询。





2015年，昆明召开关于压应力分散型锚杆和热熔可回收技术的交流会。



2015年，昆明召开关于压应力分散型锚杆和热熔可回收技术的交流会，

程良奎教授做点评。



附件1   相关论文地址

1.《提高岩土锚杆抗拔承载力的途径、方法及其效果》，《工业建筑》，第509期

2.《高压喷射扩大头锚杆技术规程》；行业标准参编

3.《可拆芯锚杆新技术研究应用》 《地基基础》，第24卷第4期

4.《压应力分散型扩大头锚杆的研究与应用》，《建筑施工》，2015年第3期。

5.《压应力分散型扩大头锚杆结合热熔式拆芯技术在超大深基坑中的应用》，《建筑施工》，2016年

第7期。

6.《压应力分散型扩大头锚杆在饱和软黏土基坑中的应用》，《建筑施工》，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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