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 南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第 56 卷 第 5 期
2021 年 10 月

文章编号：0258-2724(2021)05-1094-06

Vol. 56 No. 5
Oct. 2021

DOI: 10.3969/j.issn.0258-2724.20200404

自攻锚栓极限抗拉承载力计算方法
陈

1

昭 ，文

1

1

涛 ，吴昊南 ，李福海

1,2

（1. 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材料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31；2. 西南交通大学抗震工程技术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
川 成都 610031）
摘

要：自攻锚栓是一类具有装卸方便快速、施工可调性好、临界边界距离短等优点的混凝土后锚固机械锚栓，近

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工程应用. 为保证自攻锚栓承载力符合要求及所锚固结构的安全性，需对其受拉时不同破
坏模式对应的极限抗拉承载力进行严格的计算和设计. 目前国内外对自攻锚栓承载力方面的相关研究均较少，对
其受拉破坏机理的研究更是缺乏，使设计者仅通过厂家提供个别设计值对锚栓承载力进行估算和设计，不能准确
计算理论承载力值. 为了促进对自攻锚栓受拉拔破坏机理及其极限抗拉承载力计算的进一步研究，本文系统地总
结了自攻锚栓在受外部静拉力荷载作用下锚栓拉断破坏、混凝土锥体破坏与组合破坏模式的形成机理，指出锚栓
极限抗拉承载力及破坏模式与锚固深度的对应关系；详细介绍并分析了针对自攻锚栓各破坏模式的极限抗拉承
载力预测模型；重点讨论了有关组合破坏模式极限抗拉承载力预测模型的研究现状，并展望了对其进一步验证及
改进的必要性；最后描述了现有锚栓群组、间距、边距效应的计算方法，指出了对自攻锚栓在该领域研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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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rew anchors are a type of post-installed concrete anchors with the advantages of convenient and fast
installation and removal，good construction adjustability，and short critical margin distance. Therefore，it has been
used more in the field in recent years. To ensure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bearing capacity of screw anchors and
the safety of the anchored structure，the ultimate tensile strength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tensile failure modes
should be strictly calculated and designed.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screw anchors is
relatively scarce，and that on its tensile failure mechanism is even less. Thus，the designers estimate and design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screw anchors according to the individual design values provided by manufacturers，and
cannot accurately calculate the theoretical ultimate strength.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tensile failure mechanism
and calculation methods for the ultimate tensile strength of screw anchor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he
anchor bolt failure， concrete cone failure and combined failure mode for screw anchors under external static
tensions a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ilure modes with the ultimate tensile
strength and embedment depth is presented.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ultimate tensile strength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failure modes is introduced and analyzed in detail. The state of the art on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ultimate tensile strength for the combined failure mode is discussed，and the prospect of further verific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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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are explored. The current calculation methods of anchor group， spacing， and edge effects are
presented，and it is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a need for studying screw anchors in this regard.
Key words: anchor; concrete; screw anchor; failure mode; ultimate tensile strength

在混凝土工程中，混凝土锚栓是用于结构部件

方便，还减少了工作现场的安装误差. 同时，使用冲

间或附件与结构部件间的连接固件. 混凝土锚栓的

击扳手可轻松拆卸自攻锚栓，以便在施工中对其进

应用领域包括桥梁、隧道、输电塔、大坝等基础设施

行安装调整. 自攻锚栓的另一优点是其所需的锚固

关键部位的连接及固定，工厂、仓储、发电厂、核设施等

间距和临界边缘距离相比膨胀锚栓较小

工业应用中重型机械和设备的固定及民用房屋建筑

需依靠对锚栓周围大片混凝土产生高膨胀挤压力的

中混凝土墙、天花板、地板等部位上设备、管道、照明、

膨胀锚栓，自攻锚栓对外力的抵抗仅依靠螺纹和钻

电线和吊板等的固定及悬挂. 我国混凝土结构工程

孔壁之间的机械联锁

数量多且发展快速，而锚栓在混凝土结构中起着关

在混凝土锚固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2019 年美

键连接及固定作用. 因此，须通过严格的承载力设计来

国混凝土协会（ACI）在结构混凝土建筑规范要求

[1-2]

保证锚栓承载力要求并确保结构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

混凝土锚栓在结构中可受拉力单独作用、剪力

[1,4-5]

. 不同于

[6-7]

. 因具备上述优点，自攻锚栓

[8]

（ACI318-19） 中首次加入了自攻锚栓. 我国国家标
[9]

准《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

单独作用及拉力与剪力共同作用. 剪力还可能对锚

及建工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

栓产生力矩作用. 根据出现频率和持续时间，作用力

（JGJ 145—2013） 均尚未包含自攻锚栓. 建材行业

可分为静荷载和动荷载（冲击、地震、爆炸及惯性荷

标准《混凝土用机械锚栓》（JG/T 160—2017） 中

载）. 其中，受拉为锚栓在实际工程中最常见的一种

虽包含自攻锚栓，但因该标准重点在实验方法及检

受力方式. 对锚栓抗拉承载力进行设计时，需根据锚

验规则，对自攻锚栓受拉时的破坏模式及对应的极

栓受拉时可能出现的不同破坏模式对应的极限荷载

限抗拉承载力没有详细说明. 本文主要围绕安装于

[11]

非开裂混凝土基材的自攻锚栓在受静拉拔荷载下的

[1,3]

预测值进行计算

[10]

.

按施工工艺及时间，锚栓可分为现浇锚栓和后

破坏模式、极限抗拉承载力及计算方法进行说明，为

锚固锚栓两大类. 对于现浇锚栓，需将其预先固定在

我国自攻锚栓设计的规范修订及工程应用、设计及

模板内再浇筑混凝土，类似混凝土钢筋施工方式. 对

研究方向提供参考.

后锚固锚栓，则需通过对硬化混凝土预打孔再安装

1

方式以系牢被锚固部件. 后锚固技术是随着旋转冲

自攻锚栓拉拔破坏模式及极限抗拉承
载力

[1]

击钻孔技术的开发与发展得以实现的 ，因具有施
工方便性及可调性等特点而得到了越来越多混凝土
工程的应用和发展. 根据具体的锚固机理，后锚固锚
栓可进一步分为黏结锚栓与机械锚栓. 黏结锚栓的
安装是通过在基材钻孔内填入黏结剂（化学黏结剂
或灌浆）再植入螺纹螺杆. 黏结剂在螺杆与基材间提
供黏合力以阻止锚栓被外力拔出. 机械锚栓是通过
锚栓与基材之间的机械联锁和摩擦力以抵抗外部荷

如图 1 所示，在拉拔荷载下，自攻锚栓的破坏模
式及对应极限（标称）抗拉承载力 Nu 取决于锚栓的
[1]

有效锚固深度 hef . 图 1 中：Nsa 为锚栓拉断破坏极
限抗拉承载力. hef 值取决于标称锚固深度 hnom 及自
攻锚栓几何尺寸参数（图 2）

[5-6]

. 图 2 中：hs 为锚尖长

度；ht 为螺距；d 为锚栓横截面直径. 对于较小 hef，破
坏模式以混凝土锥体破坏为主，混凝土从锚固底端

载. 根据不同的锚固工作原理，机械锚栓主要分为膨

开裂并延申至混凝土表层，形成断裂锥与锚栓一同

胀型锚栓、扩底型锚栓和自攻锚栓（又称螺旋锚栓）.

拔出. 随 hef 增加，破坏模式转变为由混凝土锥体破

自攻锚栓在安装过程中，锚栓螺纹会切入基材钻孔

坏与拔出破坏相结合的组合破坏模式. 此时，锚栓先

壁形成螺纹刻痕，从而在螺纹与钻孔壁间形成机械

被拔出一定距离（类似拔出破坏模式），从锚固端开

联锁以抵抗外部荷载. 需注意钻孔时使用锚栓厂家

裂延伸至混凝土表面形成破坏锥

指定钻头类型和型号以保证锚栓与基材形成足够的

小于锚固深度且厚度值不固定. 一般来说，hef 越大，

机械联锁，从而防止锚栓在使用中承载力不足或滑

组合破坏模式的破坏锥厚度越小；但不可一概而论，

移过大. 自攻锚栓最常见的安装方法是通过冲击扳

在同块基材上，相同 hef 的多个自攻锚栓的破坏锥的

手对锚栓施加扭矩，安装时间只需几秒钟，既快捷又

尺寸和深度一般不相同，甚至相差很大（但对极限承

[1, 4 ]

，破坏锥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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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影响很微小）. 另外，当破坏锥厚度较小时，该组

符合上述条件时，需在设计中考虑间距、边距和群组

合破坏模式也可当作拔出破坏模式. 拔出破坏模式

效应对锚栓承载力的影响，这部分在 2.4 节进行说明.

定义为锚栓与其周围的小部分断裂破坏的混凝土一

2.1

锚栓拉断破坏

[3,8-9]

.此

当锚栓的 hef 足够大导致其受拉承载力达到锚

情况下，对于锚栓破坏模式的认定具有主观性. 当

栓钢材极限抗拉强度时，就会发生锚栓拉断破坏. 此

hef 增大到锚栓承载力达到 Nsa 时，锚栓拉断破坏模

情况下，Nsa 取决于其横截面积 Ase,N 和锚栓所用钢材

式主导. 另外，当混凝土基材尺寸过小、边缘位置过

的极限抗拉强度 futa，如式（1）所示

起拔出或锚栓单独拔出（无明显断裂混凝土）

[8-9]

小或锚栓间距过小可导致混凝土劈裂破坏. 劈裂破
坏主要发生在膨胀锚栓，这是因其安装过程中产生

Nsa = Ase,N futa , futa < min{861.8 MPa, 1.9 fya },（1）

式中：fya 为钢材屈服强度，MPa.

较大膨胀力而导致高侧向摩擦力和混凝土中产生的
高抗滑拉应力

[6,8-9]

.

锚栓拉断破坏为特定直径 d 的锚栓提供了抗拉

. 按锚栓间距及边缘位置大于规范

承载力上限. 由于使用了韧性过好的钢材而使锚栓

及厂家要求的最小值对自攻锚栓进行安装可避免产

屈服后在拉断前承受过大拉拔位移而失效的情况不

生劈裂破坏.

在本文讨论范围.

Nu
Nsa

混凝土
锥体破坏

组合破坏

混凝土锥体破坏

2.2

锥体破坏
拔出破坏

当 hef 值较小时，混凝土椎体破坏为主要破坏模

拔出破坏 拉断破坏

式. 该破坏模式下混凝土锚栓的极限抗拉承载力
[12]

Nb 由 Fuchs 等 在 1995 年提出的混凝土承载力设
计 （ concrete capacity design， CCD） 方 法 计 算 ， 如
[8]

O

hef

图 1 自攻锚栓受拉破坏模式及极限拉拔荷载与
有效锚固深度的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lure modes with
ultimate tensile strengh and effective anchorage
depth for screw anchors
混凝土
ht

式（2）所示 .
√
Nb = kc fcu hef 1.5 , d ⩽ 101.6 mm,
hef ⩽ 1143 mm, 20 MPa ⩽ fcu ⩽ 70 MPa, （2）
hef = hnom − 0.5ht − hs ,

（3）

式中：kc 为校准系数，对于安装于未开裂的混凝土中
的后锚固锚栓其值为 13.5；fcu 为混凝土基材的立方
体抗压强度标准值，MPa.
CCD 方法是假设混凝土破坏锥与水平面成 35°
角；破坏锥投影面积为矩形，且矩形边长为 hef 值的
3 倍.

hs

[9]

d

国 标 GB50367 —2013 、 行 业 标 准 JGJ145 —
hnom

螺纹与钻
孔壁形成
机械联锁
抵抗外力

[10]

[8]

2013 、美国 ACI318-19 标准 及欧洲技术认可组
[13]

织 ETAG-001 标准 均采用了式（1）与式（2）计算
Nsa 与 Nb.
[14]

Kuenzlen 提出一种改进的 CCD 方法如式（4）
图 2 自攻锚栓几何尺寸参数示意
Fig. 2 Illustration of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screw anchors

2

自攻锚栓极限抗拉承载力计算方法
混凝土锚栓极限抗拉承载力设计值需根据破坏

模式进行计算

[8-9]

. 2.1～2.3 节是针对满足不受安装

间距、边界距离、群组效应影响的单个锚栓极限抗拉

所示.
Nb = kc

√

fcu hefm 1.5 , 6.35 mm ⩽ d ⩽ 19.00 mm,

40 mm ⩽ hnom ⩽ 11d, MPa ⩽ fcu ⩽ 70 MPa,
25.4 mm ⩽ hefin ⩽ 127.0 mm,
hefm = 0.85(hnom − 0.5ht − hs ),

（4）
（5）

式中： hefm 为修正的有效锚固深度，mm.

承载力的设计方法；单个锚栓的安装间距需不小于

该方法是基于现有的欧洲（公制）数据库推导

其临界间距（3hef），且边界距离需不小于其临界边界

的. 该数据库包含 500 个直径 8～18 mm，hef 为 30～

距离. 临界边界距离由锚栓厂家提供. 当锚栓安装不

110 mm 的 自 攻 锚 栓 拉 拔 实 验 结 果 . Olsen 等 于

[5]

陈

第5期

昭，等：自攻锚栓极限抗拉承载力计算方法

2012 年通过扩展的数据库评估了改进的 CCD 方法.

1097

[1,4,17]

模型

扩展数据库包括 853 个自攻锚栓拉拔测试结果. 分

.

Ncomb = kcomb d0.35 h1.3
ef

√

fcu , 6.5 mm ⩽ d ⩽

析结果得出，当 hnom > 40 mm，改进的 CCD 方法的

19.0 mm, 32 mm ⩽ hnom ⩽ 152 mm,

预测结果与实验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

20 MPa ⩽ fcu ⩽ 38 MPa,

然而，改进的 CCD 方法在推导过程中未区分混
凝土锥体破坏和组合破坏模式，与锚栓设计中分别

（7）

式中：Kcomb=11.5，为校准系数.

计算破坏模式承载力的方法不一致，易造成锚栓设
计者在计算承载力时困惑. 同条件下，组合破坏模式
hcone

下的极限抗拉承载力 Ncomb 通常比 Nb 小，因此有必
要区分椎体破坏与组合破坏模式下的极限抗拉承载

hp

[1]

力计算方法 .
2.3

组合破坏模式
[1,4-5,14-15]

超过 80% 测试自攻锚栓为组合破坏模式

，

式（4）也可被用于 Ncomb 的计算.

图 3 自攻锚栓组合破坏模式
Fig. 3 Combined failure mode of screw anchors

[16]

Mohyeddin 等 基于测试数据，对参数范围为
6.5 mm

≤d ≤

10 MPa

≤

fcu

16.0 mm， 38 mm

≤

≤

hnom

≤

115 mm，

42 MPa （大部分数据在 33 MPa 左

右）的特定类型自攻锚进行了测试与研究，提出了一
个专用于组合破坏模式极限抗拉承载力预测模型，
如式（6）所示.

√ (
)
Ncomb = 23.5 d hp − 0.5ht − hs +
√
1.5
13.4hcon
fc ,

该模型与 113 个组合破坏模式的测试结果吻合
很好；预测与测量承载力的平均比值为 0.96，方差系
数为 16%. 该模型可单独用于自攻锚栓组合破坏模
式承载力预测，并与用于预测 Nb 的改进的 CCD 方
法区分使用.
改进的 CCD 方法是基于欧洲较大的数据库及

（6）

式 中 ： fc 为 混 凝 土 基 材 圆 柱 体 抗 压 强 度 标 准 值 ，
MPa；hp 为组合破坏模式下无混凝土锥附着的自攻
锚栓下部长度，mm；hcon 为组合破坏模式下有混凝
土锥附着的自攻锚栓上部长度，mm.
该模型假设组合破坏模式的抗拉承载力为下部
自攻锚栓拉拔承载力和上部混凝土锥体破坏承载力
的叠加，展现了组合破坏模式由拔出破坏模式和混
凝土锥体破坏模式结合的特点（图 3），但需要对
式（6）中假定两种破坏模式的承载力直接叠加的方
法作重新考虑、分析与改进. Ncomb 与 hcon 的实际关系
不如式（6）中所示那么敏感；同时，安装于同块基材
并具有相等 d 与 hef 的同类自攻锚栓可产生尺寸不

数据参数范围推导所得，但在模型推导过程中未将
混凝土锥体破坏模式和组合破坏模式进行区分，不
符合锚栓设计的工程习惯，并易造成设计者困惑.
[16]

Mohyeddin 等 提出的方法则无法在设计中使用，
且不符合锚栓组合破坏模式中破坏锥尺寸差别较大
的特点. 改进的 CCD 方法所用实验数据大多基于单
[4]

一混凝土强度. Chen 等 提出的模型与实验数据吻
合较好. 该模型相对改进的 CCD 方法有以下优点：
1） 仅用于组合破坏模式承载力的预测；2） 包含了锚
栓直径对组合破坏模式极限抗拉承载力的影响；
1.5
3） Ncomb 与 h1.3
ef 呈更好的线性关系（相较 hef ）. 但 Chen

等的模型适用范围相对有限，还需涵盖更广泛设计
参数（包括自攻锚栓类别、锚栓直径、锚固深度、基
材强度等）并与测试数据进行验证和改进以便将其

同的破坏锥（hcon 各不相同）. 该模型仅基于某一特

用于设计规范中

定类型自攻锚栓，因此需要与其他类别自攻锚栓测

2.4

[1,12,17]

.

群组、间距及边缘距离效应

试结果进行验证. 在设计阶段获得的 hcon 并不准确，

式（1）～（7）适用于单个自攻锚栓抗拉承载力

只能通过实验测量得到 hcon. 此时，式（6）不适宜用

计算，且锚栓需安装于符合“不包含群组、间距及边

[4]

于 Ncomb 设计计算 .

缘距离对锚栓承载力产生影响”的条件. 工程实际

[4]

Chen 等 对 132 个来自 3 个不同厂家类型的自
1.3

中往往因设计要求及空间限制，需考虑锚栓的安装

攻锚栓拉拔测试后发现 Ncomb 与 hef 呈比例关系. 并

位置，并通过修正系数将群组、间距及边距效应考虑

且通过有限元建模及分析提出式（7）所示 Ncomb 预测

到锚栓极限抗拉承载力的计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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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c1、 c2 和 间 距 s1、 s2 计 算 ， 图 4 包 括 单 个 锚 栓 ，

ANc
,
ANco

（8）

式中：ANc 为单个锚栓或群组锚栓的预估混凝土破坏
2

2、4 个锚栓群组. 更多锚栓群组及其他情况可依此
类推. ANc 值随单个或群组锚栓间距和边缘距离的减
小而减小. ANco 则为单个锚栓不受群组间距及边缘

面积，mm ；ANco 为边缘距离等于或大于 1.5 倍 hef 时的

距离影响时能形成的最大破坏面积，是基于 CCD 方

单个锚栓的预估最大混凝土破坏面积，其值等于 9h .

法中对破坏锥形状和尺寸的假设；破坏锥矩形边长

2
ef

ANc 可根据图 4 中矩形面积与锚栓安装边界距
1.5hef

[15]

假设为 3.0hef .

1.5hef
1.5hef

1.5hef

1.5hef

c2

1.5hef

c1

ANc
ANc = ANc0

(a) 单个锚栓且不受间距及边界距离效应影响

(b) 单个锚栓且受边界距离效应影响
c1

s1

s1

1.5hef

1.5hef

1.5hef

1.5hef

s2

c2

c2

c1

ANc

ANc

(c) 2 个锚栓群组且受间距及边界距离效应影响 (d) 4 个锚栓群组且受间距及边界距离效应影响
图 4 单个锚栓或群组锚栓的预计混凝土破坏面积
Fig. 4 Estimated concrete failure area of single anchor or anchor group

群组锚栓存在外力偏心情况时，偏心修正系数
Ψec,N 如式（9）所示

[8-9]

. 其中 3hef 为单一锚栓极限抗拉

承载力不受间距或边距效应影响的最小间距或边距.
1
Ψec,N =
⩽ 1.0,
（9）
1 + 2eN /3hef
式中：eN 为外部合拉力对锚栓的偏心距离，mm.
当锚栓安装的过于靠近边缘，最小边界距离
ca,min < 1.5hef 时，会导致无足够空间形成完整的混凝
[8]

土破坏锥体，使得锚栓承载力进一步降低 . 此时，
Ψed,N 为


ca,min



, ca,min < 1.5hef ,
 0.7 +
5hef
Ψed,N = 


 1, ca,min ⩾ 1.5hef .

其临界边界距离 cac，且无辅助钢筋控制劈裂破坏
时，需增加一个劈裂拉应力修正系数Ψcp,N ，如式（11）
所示.

 ca,min


, ca,min < cac ,

c
Ψcp,N = 

 ac
1, ca,min ⩾ cac .

（11）

由式（2）、（8） ～（11）可得考虑锚栓群组、间距
及边缘距离效应混凝土锥体破坏模式下的锚栓极限
抗拉承载力为
Ncbg = Ψg,N Ψec,N Ψed,N Ψcp,N Nb .

（12）

因锚栓群组、间距及边缘距离效应计算方法是
（10）

另外，若由于实际工程中条件限制，使 ca,min 小于

基于混凝土锥体破坏模式实验数据所推导的，该方
法仅限于混凝土锥体破坏模式承载力计算，而不适
用于其他类别破坏模式的承载力计算. 另外，目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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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ion[J]. Advances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2020，
23(13)： 2803-2812.
[ 5 ] OLSEN J， PREGARTNER T， LAMANNA A J. Basis

论

for design of screw anchors in concrete[J]. ACI

本文对受外部静拉力荷载下，混凝土自攻锚栓
破坏模式及极限抗拉承载力计算方法的研究成果进

Structural Journal， 2012， 109(4)： 559-567.
[ 6 ] CHEN Z，

NASSIRI S，

LAMANNA A，

et al.

行了讨论和分析，以供我国自攻锚栓设计规范修订

Investigation of pull-through and pullout failure modes

及工程应用参考：

of

1） 描述了自攻锚栓受外部拉荷载时不同破坏
模式的形成机理. 讨论了自攻锚栓极限抗拉承载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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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点对自攻锚栓组合破坏模式极限抗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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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S]. 北京： 中国建筑工

出了各方法的局限性，指出了对自攻锚栓组合破坏

业出版社，2013.

模式进行进一步机理研究及改进其承载力预测模型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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