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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阅读本书比赚20美元更重要，所以我们让这个巨大的项目免费。

如果你阅读了整本书，从中获得了有用的知识，请考虑捐赠我们的项目。

在撰写这本书和锚栓破坏测试中，我们已经投入了大

约1万美元，并且没有获得任何赞助，所以我们是独

立的。我们也在油管（Youtube）上发布测试视频，

但太小众了，并不赚钱。我们的目的是培养安装锚栓

的“天使”，他们去重新安装优质锚点，让高线保持安

全的同时也能让峭壁保持美观。今天，如果我们能教

育一批兴奋的锚栓安装者，再由大家进行传帮带，这

样就能避免将来重新安装锚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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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这本书仅适用于运动（娱乐），目的是让认识到安装锚栓是一项艰巨

而又负有重大责任的任务，从而知难而退——即希望你决定不要去安装锚

栓。如果你确定要安装锚栓，请务必能让它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在锚栓

安装好后的很多年里，你和其他成千上万的陌生人会将生命托付于它们，

所以，在学习阶段要先在非关键环境（例如你家后院）中进行练习，直到

你清楚所安装的东西对每个人都是安全的以后，才能去实际环境中安装永

久性锚点。 

我没有取得任何认证证

书，我也几乎没有亲自教授

过任何东西，我之前安装的

锚栓也不够完美。这本书涵

盖了我收集的所有可信赖的

在线资源，也涵盖了我敬佩

的人以及我们自己进行测试

数据。 

尽管我尝试了迄今为止

已接受的所有最佳实践，但

这些信息尚未得到确认，或

者没有经过彻底测试，或者

可能已经过时。你可能会在网络上搜集很多安装锚栓的资料，理想情况下，

阅读这本《锚栓圣经》就足够了，但请注意：它与你在Google上搜到的东

西一样可靠（又不可靠）。 

—6 — 



 

安装锚栓的十条戒律 
1．切勿在不允许钻孔的地方钻孔。 

2．切勿安装镀锌锚栓。 

3．应该在家里而不是在大自然中

练习安装锚栓。 

4．钻孔后，应该将孔清干净。 

5．切勿给锚栓喷漆。 

6．植筋胶固化后应该检查。 

7．只能垂直于岩壁钻孔。 

8．切勿将电锤带到国家公园或荒野地区。 

9．切勿在软质或破裂的岩石中使用楔块锚栓。 

10．你应该阅读整本《锚栓圣经》，你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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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栓安装者的盔甲 
坚固地锚定锚栓，才能提供强力支撑。锚栓安装者要带上全副“盔甲”

来抵御“敌人”的惊人之举，因为我们要对抗的，不只是这个世界上例如组

织工作一类的简单事物，而是要对抗所有重要的技术细节、气候变化还有

我们的啤酒变暖。在安装锚栓的战役中，要随身携带真理的电锤、正义的

钻头、信仰的锚栓、和平的挂片和救赎的护目镜。 

为什么以《圣经》为主题？ 
我在研究安装锚栓的过程中，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人们对自己的信仰是

多么的武断，而另一些人却有相互矛盾的证据。在网络上，人们通常会对

自己不了解的东西盲目鄙视或者盲目崇拜。让我们彼此友好相处吧。安装

锚栓需要大量的工作和大量的资金。让我们互相鼓励，尽力做到最好，请

不要发帖子挑衅。 

就像《圣经》有许多作者和撰稿人一样，这本书也是许多锚栓安装者

共同合作完成的，因此本书可以被认为是“最佳实践”的结晶。我们常期与

许多锚栓安装者合作，并将大家的反馈纳入本书中。与《圣经》不同，如

果你发现书中有些内容需要纠正，我们会更新并再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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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影射？ 
这是一本安装锚栓的书，它像从岩石中钻出的粉尘一样，会让撰写和

阅读它的人均感到枯燥乏味。我们的读者众多，不但有全球对锚栓细节十

分着迷的那20个人，也有安装锚栓的人，还有将会生命托付于岩石中可见

的金属物却对此一无所知的所有人。另外，我们不禁会使用双关语，使用

一些黄段子，让阅读更有趣！ 

如何不架设高线 
从2016年开始，我们制作一些高线教程，它已经成为高线和攀岩领域

的神话破坏者、蠢驴和《周六夜现场》（SNL：Saturday Night Live，又称

周末夜现场）的组合。我们喜欢以有趣

的方式组合有用的信息。在我努力学习

锚栓安装技术的过程中，相关信息零散

分布在互联网上，我喜欢组织事情，所

以就形成了这本《锚栓圣经》。我们会

在“Instagram”“Facebook”和“Youtube”栏
目上发布测试视频和数据，也一直在发

布与锚栓相关的视频，敬请订阅。此播

放列表列出了我们所有的锚栓视频。 

https://www.instagram.com/hownottohighline/
https://www.facebook.com/howNOTtoHighline/
http://www.youtube.com/HowNOTtoHighline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T3L-S4Bd4KCTAog1FHLBuASZnIl9q4BL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T3L-S4Bd4KCTAog1FHLBuASZnIl9q4BL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T3L-S4Bd4KCTAog1FHLBuASZnIl9q4BL


 

旧约 
所有关于锚栓的知识，以及

如何将其安装在岩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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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栓道德之书 

“在插入处女岩石时，你不能没有罪恶感。” 
 

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安装锚栓吗？我们有足够

好的锚栓来安装吗？有些地域是他人共享的，其他

人也会使用我们安装的攀岩或高线锚栓。因此，让

我们深入研究是否应该安装锚栓，以及如何安装锚

栓，从而建设对任何人都绝对可靠的攀岩路线和高

线。 

第1章锌 

观看剧集。 

最初，安装锚栓的道德准则又多又杂。严格说来，道德准则不仅仅影

响绳索爱好者，还要考虑到它对其他人的影响。锚栓安装准则并不总是能

跟上时代的步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为所欲为。锚栓是在美丽的大

自然中植入的永久性人工物体，因此在安装前请三思。在以下地域安装锚

栓可能是合法的，但不会被认可： 

● 美国国家公园 

● 攀岩路线之巅 

● 全天然攀岩 

● 荒野地区 

● 不常安装的单次使用的

高线，或者不会重复的攀岩路

线 

● 交通繁忙的行人专用地区（例如瞭望台或或热门小道旁）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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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规则 

某些区域有明确的规定，请仔细阅读！例如，不能在国家公园里使用

电锤，必须手工钻孔。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在像涂鸦一样安装金属

装备之前，请充分了解当地的规定。在看到公开创作的作品后，许多锚栓

安装者会产生与涂鸦艺术家相同的多巴胺反应。如果有那种感觉是很好的，

不过要确保你安装锚栓不是单纯为了获得这种感觉，同时要确保安装的锚

栓是有用的、合法的和符合道德的。 

第3章地区 

如果你选择安装锚栓，并且在道德上也是允许的，那么感谢你花费时

间和金钱去做这件事。尽管如此，也请你仔细选择安装点位！！！ 

● 这个位置值得安装永久性锚点吗？这条高线或

攀岩路线会重复使用吗，对社区有益处吗？如果需要

锚栓，你可以使用可拆卸装备（更适合于高线）代替

吗？ 

● 有安装锚栓的好地方吗？ 

● 岩石的质量如何？ 

● 你可以策略性地安装锚栓，以最大程度地减少

坠落区域吗？ 

● 你可以策略性地安装锚栓，让不使用锚栓的人看不见它们吗？ 

● 自然锚点和锚栓可以混合使用吗？也许高线的一侧需要安装锚栓而

另一侧不需要，也许可以使用传统攀岩装备攀登部分路线。 

● 如果高线锚点位于攀岩路线的正上方，可能造成冲突和混乱，是否

可以将锚栓安装在其他地方来避免？ 

● 该位置是否已经有足够的其他攀岩路线和高线？这个区域会从另一

条线路中受益吗？还是只是为了自己而安装锚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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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你 

你是锚栓失效的第一大风险。安装一个别人会托付生命的锚栓负有巨

大的责任。锚栓安装好以后，几乎不可能再进行检查，因此，当我们要攀

岩或者架设高线时，我们只是“希望”锚栓是安装正确了的。意识到自己在

扮演什么角色，并尊重责任感，请自行学习并接受教育，

一定要先练习。该视频显示，某人在该区域使用锚栓，

人的体重将锚栓拔出来了，并且导致了死亡！ 

 在家里的混凝土上练习。如果要在岩石上练习，请

确保所选位置不会被人看见。 

不要把一个主要的悬崖或者高线场地当成你的试验

场。如果你的第一个念头是“我不想在我的房子上留下一

个丑陋的洞”，那么你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一些人认为我们

美丽的公共土地上存在锚栓是个问题了。花钱买一管植

筋胶，了解其混合方式，并确保你有正确的胶枪（分配

器）。在家里安装植筋胶，看看植筋胶是怎么搞

到到处都是的。如果你不希望在接下来的50年内，

院子里一直保留着这颗锚栓，就需要在植筋胶固

化之前将其拔出来，然后将锚栓清理干净。花些

时间，在自家后院里手工钻孔，并安装一颗锚栓，

以便了解整个操作流程，以及如何才能将孔钻得

笔直。在家里使用扭力扳手和普通扳手安装机械

锚栓，这样你就能知道需要拧多紧，带着扭力扳

手去旅行是不现实的。练习，练习，再练习。 

第5章 使用天然锚点布线  

嘿，安装高线的朋友！如果可能的话，请使用天然锚点布线。这意味

着在不使用锚栓的情况下安装高线，“天然”能“不留痕迹（Leave No 
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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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使用传统攀岩装备，如机械塞、

三角岩塞和块塞等，或者将绳索和扁带环

绕在树木或巨石上。我发现使用天然锚点

安装高线会令人更满意，因为这需要更多

的创造力。虽然比使用锚栓建立锚点更容

易搞砸，但通常应该设置足够的冗余，如

果做得正确同样是安全的。我们在“国际

高线大学”（www.howNOTtoHighline.com）

教授所有天然高线布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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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之书 

“越硬，打的孔越好。” 
 

锚栓的强度最多与安装所在的岩石一样。有些岩石较软，有些岩石的

层数比洋葱还多。是岩石支撑你的生命，而非锚栓，锚栓只是安装在岩石

里。因此，让我们先学习基础知识，建立“坚如磐石”的基础！ 

第1章一般岩石生物学 

重要的是要了解你要安装锚栓的岩石种类，以便知道哪种锚栓最安全。

简单起见，我们将岩石分为3类：硬岩、软岩和层状岩。 

岩石是由矿物质组成的，矿物质是构成岩

石，或者决定岩石强度的重要因素，你需要了

解的是矿物质的硬度和耐风化能力。石英沙岩

中常见的沙粒，也是花岗岩中常见的晶体，坚

硬且耐风化。长石跟石英一样坚硬，但很容易

风化变成粘土。粘土矿物很软，也容易风化成

其他柔软的粘土矿物。 

第2章硬岩 

任何岩石都可能是坚硬的。注意了，最坚硬的岩石通常是未风化的花

岗岩或石英沙岩。 

花岗岩是岩浆在地下（深成岩）

缓慢冷却形成的，它使石英和长石

晶体（在其他矿物中不那么重要）

长大并彼此紧靠，不留空间。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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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地花岗岩在被冰川抛光后很光滑，而约书亚树花岗岩则很粗糙，因为几

乎看不到水会腐蚀它。但是两者都是在地下形成和冷却的，因此非常坚固。

没有见过两者因酸雨或海水产生过度化学风化，比如将坚硬的长石变成软

粘土。 

石英沙岩富含石英沙，与石英粘合剂粘结

在一起。因此整个岩石几乎100%都是石英。

石英沙岩在沉积盆地里是典型的脊状构造，例

如西弗吉尼亚州新河峡谷的石英沙岩。 

在硬岩中，可以将锚栓安装在靠近边缘

1—2英尺内的位置。硬岩的强度超过14,500 psi
（磅/平方英寸），某些岩石甚至达到30 k甚至

50 k psi。 

○ 机械锚栓——花岗岩或其他坚硬的岩石

非常适合安装各种机械锚栓，只需确保它们是不锈钢的即可。 

○ 化学锚栓——在坚硬的岩石中效果很好，但是有两种思路。在花岗

岩中安装化学锚栓是不受欢迎的，这样被认为做得过火了，并且它们比机

械锚栓更难更换。有人选择使用植筋胶安装带有固定孔的化学锚栓，理由

是它们没有螺纹用于拧紧螺母，也就没人可以偷走挂片，固定孔可以在布

置高线时直接穿过静力绳，而不需要使用梅隆锁。化学锚栓通常没有标准

的攀岩挂片那么显眼。 

第3章软岩石 

软岩通常基于沉积岩或岩浆岩。这些通常是非石英沙岩（其中的沙粒

或粘合剂，或者两者都不富含石英，因此容易

风化和弱化）、石灰石（碳酸钙）、火山岩或

者过度风化的花岗岩。就像荒诞不经的故事一

样，多孔的岩石通常支撑力不足！ 

沙岩实际上是压缩的沙子，与化学沉淀的

粘合剂粘合在一起。粘合剂和砂粒是由各种矿



 

物组成的，每种矿物的硬度和耐候性各不相同。当沙子和粘合剂都不是石

英时，沙岩会变得更软，因为沙粒/粘合剂可能已经风化成粘土（或者完全

风化后留下了孔隙）。在野外请用锤子敲击来“科学地”测试岩石硬度！如

果岩石发出火花，那就很坚硬。如果岩石碎裂，那就太软了！你要寻找稳

定的声音，而不是空心的声音。 

石灰石是碳酸钙（矿物名称：方解石），

通常是死亡的海洋生物被挤压在一起形成的

岩石。方解石具有中等强度，但当它与酸雨

反应时会风化成二氧化碳和水（什么都不会

留下）。想想落水洞和洞穴。因此石灰石往

往有许多微小的孔，这使其变得较脆弱。 

火山岩来自熔岩，在地面迅速冷却所以晶

体没有长大并互锁。另外，熔岩中往往会溶解

大量气体，因此在冷却时，由于捕获了气泡，

熔岩往往变得多孔。小晶体和多孔使得火山岩

比缓慢冷却的花岗岩（未风化）更脆弱。流纹

岩和玄武岩以及火山灰“凝灰岩”是典型的火山

岩名称。我们对糟糕的火山岩中的锚栓进行了

测试，请看此剧集。 

在软岩中安装锚栓时，要尽可能将其安装在离边缘较远的坚固的位置。

锚栓安装在软岩中时，如果岩石受潮（例如暴雨后）后承受压力是非常不

安全的。安装在砂岩中的机械锚栓在循环承受压力后会损坏岩石。在犹他

州的摩押（Moab），强烈建议等岩石完全干燥后，再在这些锚栓上安装高

线。 

在锡安国家公园，在软砂岩上攀爬的时间不应该持续2天或更久，否则

会损坏岩石导致岩塞错位。干燥的软岩强度可低至500 psi，最高可达7,000 
psi。 

○机械锚栓——岩石越软，它们能承受的力越小。不建议使用楔块锚栓，

因为啮合点（膨胀接触点）非常小，在软岩中很容易破坏。某些套管锚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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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TZtsUUhAeZs


 

还可以，因为它有更多的接触面积（例如不锈钢的5部件“Power”锚栓）。  

○化学锚栓——这就是植筋胶发挥作用的地方。植筋胶进入所有的岩石

孔隙中，因此可以拉住螺杆周围全部岩石，而不像机械锚栓将所有压力都

施加在孔侧面的几毫米范围内。 

 
注意：不同岩石（了解了吗？）硬度大不相同，在硬度图上到处分布，

这是因为它们在矿物学上不同。计划在某区域钻孔前先进行了解是很有必

要的，这能帮助你安装最安全的锚栓。有些砂岩可能非常坚硬，例如“New 
River Gorge，WV（石英岩）”，而有些花岗岩可能会像“Cabo San Lucas 
baja tip（长石，又称‘Arkose’，现已风化成富含粘土的花岗岩）”那样在你

的手中碎裂。 

第4章层状岩石 

层状岩石是指发育良好的具有水平夹层的

岩石。在沉积岩中，这些分隔是层理面，沉积

在那里停止，然后又重新开始。砂岩、页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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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石都可以分层。在火成岩中，特别是花岗岩中，可能会出现水平的分

离现象，称为“剥落性断裂”。当埋藏在地下数百万年的火成岩暴露于地表

并释放压力后，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岩石膨胀，像洋葱一样剥裂。变质岩

（尤其是板岩）在变质过程中，由于剪切力的作用

也会趋于分层。剪切力使岩石成片（或使岩石中的

所有矿物质在一个优选的平面中彼此对齐），导致

洋葱状剥落，或沿剪切平面分开。 

层状岩石可能难以安装锚栓。岩石可能很硬，

但会裂开，任何有足够裂开的岩石都不可靠！例如，

威尔士兰伯瑞斯的“Dinorwic板岩采石场”。〔大

卫·泰克斯顿（David Thexton）〕另一个例子是安

大略省的石灰石，石头已经被植物的根部破坏而开

裂。 

● 机械锚栓——可以促使更多开裂，不建议使

用。 

●化学锚栓——植筋胶可以粘合三明治似的岩

石层，从而提供更好的支撑力。 

第5章检查岩石 

坚固的岩石——不管是什么岩石，都要先确认它是坚固的才能在上面

钻孔！用岩石密度检测器（又名锤子）敲击它。听到音调会有区别，实心

岩石上的敲击声音调高，而空心岩石上的敲击声是沉闷的。你也可以把手

放在靠近敲击点附近，如果能感觉到振动，则岩石并不牢固。 

大石头——确保不是刚好位于一块大

的薄片岩石上，或者位于手提箱一般大小

的岩石上。检查岩石，看它是否与完全与

周围的其他岩石连在一起，而不是一块嵌

在泥土中的一块大石头。有时候，甚至一

辆汽车大小的岩石也仅仅是附着在岩石表

面。你的锚栓可能会固定好，但岩石却可能没有固定！想象一下岩石是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aCY7ZbKn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aCY7ZbKn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aCY7ZbKn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LaCY7ZbKn8


 

何附着在地球上场景。 

此剧集涵盖了本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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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5dhtNg6cCks


 

孔之书 

“在钻完孔后要把它清理干净。” 
 
孔非常重要！你必须搞清楚应该在哪

里钻孔、钻什么样的孔、如何钻孔以及钻

多大的孔，有时甚至需要精确到0.1 mm以

内。而且你知道吗，如果孔没有清干净，

至少化学螺可能会在很低的拉力下失效？

注意：钻孔会永久破坏岩石，因此请谨慎

操作，不要将公共区域钻成瑞士奶酪的样

子。在这里，你能学到钻孔所需要的所有知识。 

第1章安装高线锚栓 

观看视频。 

安装高线锚点之前需要考虑的事项。 

1．你希望主锚点在哪里？它将位于锚栓分布样式的中心，因此请谨慎

选择。而且请记住，两个锚点受力的夹角不要超过45°，这样就不会对锚栓

施加指数级的作用力，而是会平

均分担载荷。 

2．一个锚点会用于超过1条
高线吗？如何安装锚栓才能最好

地承担多角度拉力？ 

3．挂片会紧贴在岩石上吗？ 

4．在锚栓和主锚点之间是

否有岩石突起，从而产生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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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KuR2P_ZXz8I


 

的磨绳？ 

5．锚栓距离边缘有多远？ 

a.在坚硬的岩石中，距离边缘

1—2英尺可能就行了，但是如果距

离边缘太近了，可能会使主锚点超

出边缘太远，从而布线会很棘手。 

b.在软岩中，重要的是在某些

情况下甚至要远离边缘6－10英尺，但随后需要扩展主锚点。 

6．你将使用哪种安装锚点的样式？ 

a.直线分布——小心，这就是采石场采石的方式，这会切伤岩石，使其

易于破裂。了解这块岩石。在悬崖顶上采用直线分布样式受力并不平衡，

直接从悬崖上拉出来可能会平衡得更好。 

b.如果在悬崖顶上，则等边三角形最佳。在一条直线上的锚栓（中心锚

栓）和最近的锚栓承受的力最大。如果你做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则这两个

原理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抵消，而中心锚栓尽量向后靠。 

i.什么是理想的锚栓样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s7FqwRpBM） 

ii.平衡不是神话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hcvqr6IVQ） 

iii.测试三角形锚栓样式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wdH20IlzEA） 

iv.点击此处了解有关方向的更多信

息。 

7．锚栓应该彼此间隔多远？ 

a.拉力以45°角分散在岩石上。你可

以在这张照片中看到一个示例，在锚栓

破坏测试中笔直拔出一颗短小的机械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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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s7FqwRpB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hcvqr6IV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wdH20IlzEA
http://itrsonline.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5/04/Attaway.Beverly.Miller.Scherzinger.Wilson.2005.pdf


 

栓时，一块砂岩破裂了。如果两颗锚栓离得太近，岩石将受到两颗锚栓的

相互作用力。同样重要的是，不要安装在太靠近坏岩石（用锤子敲击检查

时能听出来）的区域。锚栓越长，岩石里的受力区域（形状是一个圆锥体）

越大，因此间隔也需要越远。工业领域已建立了膨胀锚栓锚点的标准，至

少间隔10倍锚栓直径（最小½〃×10 = 5〃或最小12 mm×10 = 120 mm），但

我不确定直径是否确实与间隔有很大的关系。在大多数攀岩情况下，间隔

一只手的宽度就可以了，但在较软或破碎的岩石中，最好间隔两倍宽度。 

 
8．你将使用多少颗锚栓？ 

a.高线——2颗锚栓提供了冗余，3颗锚栓对于高线来说更常见。4颗锚

栓就太多了，很难平衡受力，因此无论如何只有2—3颗锚栓会受力。只要

确保你在优质的岩石中安装优质的锚栓即可。看到了吧，受力平衡是一个

神话系列。 

b.攀岩——需要考虑的事情：路线有多高，关键点在哪里，安装的复杂

性有多少。请参见下面的“攀岩锚点之书”部分，了解所有选项。 

9．这个区域的锚点趋势是什么，这是正确的吗？在不完全了解该地区

的人为什么这样做的情况下，请勿做任何与他们截然不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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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安装攀岩锚栓 

以下清单是在安装攀岩锚栓之

前要考虑的，这些事项也可能会在

下一段攀岩路线上遭到抱怨。 

1．为了避免岩石破裂，请在距

离岩石边缘较远的适当位置安装锚

栓，如果岩石较软，距离应增大。 

2．避免将锁扣放在边缘或岩石

的瑕疵上，以免锁扣受力不当而削

弱承受能力。 

3．要计划好安装位置，以免发

生绳索勾挂卡住等情况。将运动路

线上的锚栓保持在一条直线上，以

免绳索在路线上来回蜿蜒导致摩擦。 

4．安装锚栓时不要离悬崖边缘

太远，以免绳索产生摩擦。 

5．在运动路线上安装锚栓时，

需要找到良好的挂绳姿势，将锚栓

安装在大多数攀岩者都能接触到的



 

地方。如果你身高6′6〃，则不要将锚栓安装得太高，这样矮小一些的攀岩

者就可以舒适地使用相同的姿势挂入锚栓了。 

6．考虑一下，快挂挂在锚栓上，当你爬过时它不会妨碍关键手或关键

脚的动作。 

7．安装顶部锚点，以便尽可能保护整条路线。如果路线蜿蜒曲折，请

将锚点安装在路线的中点，防止顶部绳索发生较大的摆荡。 

8．撞到地面或岩架是很糟糕的，要安装锚栓来避免这种情况。 

9．当为顶绳攀岩（或大部分时候是顶绳攀岩）安装锚点时，请为步行

至悬崖边缘安装攀岩绳的人员考虑安全性。 

第3章钻孔的基础知识 

观看剧集。 

无论你采用手工钻孔，还是采用电

动工具钻孔，这些钻孔的建议都适用。 

1．孔要钻得足够深。在几乎所有

情况下，除了浪费电池、钻头或植筋胶

外，孔都没有过分深的说法。孔太浅非

常不好，就像人际关系一样，如果关系

太浅就不会持久。从岩石上伸出来的锚

栓使用起来既不安全又难以拆除。如果

它的深度达到95%，看起来已经固定在岩石中了，但是挂片却在旋转，这

总会使想要使用它的人对锚栓的完整性感到置疑。 

a.小贴士：将胶带缠在钻头或钢丝刷上来确认钻的

孔是否够深。 

2．要笔直地钻孔（垂直于岩壁）。 

a.在机械锚栓上安装挂片时，挂片能平放（紧贴）

在岩石上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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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0N5bfEVhs7o


 

b.化学锚栓是否应垂直于岩壁安装，在网络上有不同的意见。“Fixe 
Hardware” 在此视频中说，将它们向后倾斜安装发挥杠杆作用。

“BoltProducts”网站进行了一项测试，结果显示垂直安装在地面上的木桩更

好。我相信化学锚栓的原理与冰锥类似，

应该是螺纹发挥作用，而不是利用杠杆作

用。建议将冰锥朝拉力方向倾斜10°—15°，
这样它就不会对冰的顶部产生杠杆作用力，

所有螺纹都能拉紧受力。因此，只需在软

岩中垂直钻入进行植筋，让化学锚栓和植

筋胶固定即可，而不是保持一定角度。 

 3．测试安装位置 

a.将挂片（如果使用挂片的话）放置在你想要

钻孔的位置，确保其平整美观。如果你真的很喜

欢这个安装点位，它却有很少的凹凸不平，可以

将它们铲掉，但请确保最终产品……挂片……能

摆放得很好。 

b.钻孔⅛〃（3 mm）后停下来，再次检查所有内容。你喜欢这个点位

吗？挂片能平整放置吗？岩石感觉/听起来牢固吗？如果你很蠢，⅛〃（3 
mm）并不会造成很大的破坏，但是如果你一直钻孔然后却发现有错误，那

就不好了。 

4．携带备份物品 

a.如果你没有备用电锤/电池、钻头或植筋胶注

射头，甚至没有备用锚点设备，万一清点错误或者

掉落了，就无法完成安装锚栓的操作，那真是太糟

糕了。锚栓对一个区域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但是

“每个人都认同钻一半或半安装锚栓”简直就是胡说

八道。 

5．钻头 

a.4刃钻头比2刃钻头钻得更快，能节省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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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lt-products.com/Glue-inBoltDesign.htm


 

（电池）。它们还能钻出更圆的孔，对于某些锚栓（例如价格昂贵的“Petzl”
可拆卸锚栓）很重要。 

b.新的钻头很重要，因为旧钻头的刃头磨损了，钻出的孔径会过小。如

果孔太小，就必须用力锤击机械锚栓，这可能会将其敲坏，或者能容纳的

植筋胶量太少了。 

c.充电电锤和“Petzl Rocpec”手钻需要“SDS-Plus”（特殊直接系统）钻头。

这种钻头顶部有凹槽，因此电锤可以锤打和旋转钻头。并非所有SDS钻头

都相同。“SDS-Plus”的钻头柄为10 mm，“SDS-Max”的钻头柄为18 mm。因

此，请确保你知道需要购买什么。 

 
d.钻头尺寸很重要——可用的长度和总长度通常相差2〃（约5 cm），

这是因为钻头柄和钻头的一部分插入了电锤。请记住，一个6〃长的钻头只

有4〃可用。   

钻头的5个部分： 

i.钻柄：有两组凹槽，用于卡住钻头避免掉落，

并协助产生锤击动作。 

ii.钻边：螺旋的凸起部分（类似于波峰）。 

iii.钻槽：螺旋的凹槽部分，用于在钻孔时清除

混凝土灰尘。 

iv.钻头和钻尖：它们共同作用凿碎混凝土。将硬

质合金钎焊到头部来硬化SDS钻头尖端，从而帮助破

坏混凝土。 

信用： https://www.confast.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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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手工钻孔 

有些地方不允许使用电动工具，例如美国国家公园。但是，如果安装

锚栓合法且合乎道德的话，你可以手工钻孔。 

1．你需要一个手柄。穷人的方法是将钻柄缠绕50次，但是有效的方法

是使用“Petzl Rocpec”，专为SDS钻头设计，或者高质量的“D/5 Hurricane 
Drill”，专为SDS和HSS钻头设计。 

2．很显然你需要一把锤子。你可以使用任何12盎司

的建筑用锤，但优胜美地锤有一个孔，能使用一根连接

绳连接锁扣，可以偶尔用于强力拉动。 

3．使用手套！越厚越好，因为偶尔可能会碰到钻头。 

4．戴上护目镜！在锤击岩石时，你可以感觉到碎屑

飞溅到脸上。你不会喜欢碎石掉进眼睛里的。你可以戴

上太阳眼镜，当你在解释你试图用200年前的方法在花岗

岩上凿一个洞时，你会显得更酷。 

5．钻孔需要多长时间？ 

a.在硬质优胜美地花岗岩中，钻一个4¾〃×½〃的锚

栓孔大约需要敲击1000次。计数是保持激情的好方法。至少敲击50次才能

休息一下手臂。找到并保持敲击节奏，而不是假装自己很厉害，但是敲20
秒就累了。 

b.在坚硬的优胜美地花岗岩中钻一个4¾〃×½〃锚栓孔大约需要45分钟

到1个小时。在较软的岩石中钻孔会快很多，但是你可能需要钻更深的孔来

安装更长的锚栓。 

6．保持笔直——一旦累了，你可能难以

保持钻头笔直。如果钻头不是完全笔直的，它

偏向孔的一边，产生的摩擦力会削弱敲击力。 

保持笔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才能

保持孔的大小正确。 

7．别客气地敲打它，要用点力！你不是

https://www.petzl.com/US/en/Sport/Anchors/ROCPEC%23.WUhQNOvyuUk
https://www.runoutcustoms.com/store/p2/D%2F5_Hurricane_Drill.html
https://www.runoutcustoms.com/store/p2/D%2F5_Hurricane_Drill.html
https://www.runoutcustoms.com/store/p2/D%2F5_Hurricane_Drill.html
http://www.mountaingear.com/webstore/Gear/Climbing/Protection/Black-Diamond/Yosemite-Hammer/_/R-625045P.htm


 

要制造噪音，而是要在岩石上挖个洞！ 

8．定期清洁一下孔。也许在100—200次敲击之后清洁一次。如果不清

孔就会敲在尘土上！ 

9．使用地球上最重要的资源——朋友们！如果锚点可以安全地“悬挂”
并且所有人都可以轻松到达，就轮流干活。敲击100次就进行轮换可以加快

速度，并且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10．与你保持连接。如果锤子或钻头从悬崖上滚下来或者从手中掉下

去，会不会很糟糕？ 

11．使用新的钻头。这对于手钻特别重要。如果你使用的是旧的钻头，

在敲击了1000次之后只完成了一半，那么花费10美元购买新的钻头似乎就

不贵了。 

12．不要懈怠！如果你打算安装高线，请安装½〃或12 mm的锚栓，但

是⅜〃的锚栓对于大多数攀岩应用就足够了。 

第5章电锤 

1．电钻和电锤——电钻的钻头只会旋转，它是钻不动岩石的，你需要

的是电锤。“冲击钻”只有两个凸轮/圆盘/齿轮相互旋转和敲击，是为“轻石

工”设计的。除非你要钻一些质量很差的岩石，否则你需要一把电锤。电锤

有活塞，在旋转的同时凿岩石。电钻的卡盘是普通款式，可以插入光滑的

钻柄，而电锤需要SDS钻头。最好的电锤是“博世（Bosch）”的；“牧田

（Makita）”的效果也很好，还要便宜一些，我对此非常满意；“米沃奇

(Milwaukee)”也有差不多价格的产品，鲍比·赫顿（Bobby Hutton）非常喜欢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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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持笔直——人们通常认为电锤是直的，但事实上是有角度的。电

锤有振动和噪音，真的必须刻意才能将电锤保持垂直于岩石。当你发现挂

片不能和岩石齐平后，你就不会再想钻出没有垂直于岩壁的孔了！ 

3．钻2秒后再检查一次。确保孔位于你想要

的位置。不要只检查一次就一直钻下去。注意检

查能避免将岩壁钻成瑞士奶酪一样多孔。 

4．不要使劲推电锤。让电锤自己完成这项工

作。 

5．不要害怕将钻头拔出来。只需在旋转的同

时定期将钻头拔出来，就能清除碎石和灰尘。不

要总是像与岩石做爱一样，但你也不想连续3分钟

将其放在孔里，嘿嘿。 

6．了解你的电池并携带足够的电池。别把电量用光了还没有干完活。 

7．知道你的钻孔深度。不一定需要将整根钻头全部钻进去，要知道必

须将锚栓埋多深，并留意该位置。许

多电锤带有深度量尺，又叫作深度限

位器。或者你也可以在钻头上缠上胶

带来确定深度。只是不要钻得太浅，

否则可能会造成重大问题。请记住，

安装化学锚栓时钻出槽口的话，孔需

要钻得比没有槽口的孔更深。 

—30 — 



 

此剧集涵盖了本章的内容。 

点击此播放列表观看我们所有的锚栓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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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5ITgPNonEA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T3L-S4Bd4KCTAog1FHLBuASZnIl9q4BL


 

金属之书 

“确定它够硬够持久！” 
 

就像妈妈总是说：“重要的是内心！”如果要长

时间使用，锚栓的材质确实很重要。你在本地五金

店里看到的大多数锚栓，寿命只有几个季节。 

在任何一家专门销售锚栓的在线零售商那里都

不容易买到称心如意的锚栓，即使他们直接向攀岩

者推销商品。有时候他们销售的是室内用产品，却

没有明确的标识（哼！“Fixe”也会这么干！）。 

第1章锌 

钢是地球上最常见的金属，由铁矿石与碳混合加

工而成。有趣的事实是——有超过3500种不同等级的

钢材！钢暴露在空气和水中会生锈。像汽车和桥梁一

样，对钢进行涂漆可以减缓腐蚀过程，但是在许多应

用中，涂漆不实用，因为它的使用寿命不会很长，并

且金属与金属不断接触（例如在攀岩中）会磨涂漆。 

因此，下一个保护级别是使用化学药品和电镀上一层非常薄的金属层

来进行保护。锌的腐蚀速度比其他金属慢100倍，因此很多钢铁采用“镀锌”
来防锈。有趣的是，锌不是硬质金属，实际上它的硬度不到钢的一半（159 
DPM硬度对比70 DPM硬度）。锌是一种“牺牲涂层”，它镀在钢上时总是先

失去光泽并腐蚀。锌涂层非常薄，在任何潮湿的环境中自然不会提供长期

保护。镀锌钢通常用于室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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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钢的使用寿命更长，可以添加更多的锌。但是，这需要一个完

全不同的工艺，称为浸锌。热浸锌有7步骤，创造一个冶金结合，可以达到

3600 psi （比基础钢更硬）。浸锌表面会变粗糙，由于螺纹不能太粗糙，所

以会放在离心机中进行旋转，来清除螺纹中多余的锌，尽管如此，仍然需

要一个大一些的镀锌螺母才能配套。 

想想用锅煮一点鸡肉，锅底加一点油是镀锌，放很多油进行油炸是热

浸锌。他们俩都有油，但热浸锌的涂层厚得多。镀锌的建筑材料并非适用

于室外，但热浸锌产品可以用于室外，尽管如此，它的耐久性也不足，不

能作为理想的户外锚点。在泰国、巴西或夏威夷等地区，镀锌钢锚栓的使

用寿命只有3个月，然后就能用手将其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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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不锈钢 

“不锈钢”一词就像它只是一种钢材，而实际上有5
种类型，总共有150个等级。铬和镍是使钢更耐腐蚀

（不是不会腐蚀）的两种主要成分。 

不是将它们用来镀在钢表面，而是将它们熔在一

起形成合金。攀岩锚栓中的两个不同等级是304不锈钢

和316不锈钢。 

304不锈钢也称为18/8（18%铬，8%镍）。大多数不锈钢攀岩锚栓和挂

片均采用304材料制成，并且比任何镀层钢板都具有更高的耐久性，但在靠

近海洋时会很快失效。 

316不锈钢或“海洋级不锈钢”的成分是18%铬，

10%镍和2%钼，而碳、磷、硫、氮的含量不到1%。

加入钼有助于抵抗氯化物（盐）的腐蚀，比如在

海边。你能买到的最耐腐蚀的机械锚栓是由316不
锈钢材料制成，因为钛不能制作机械锚栓（只能

制作化学锚栓）。然而，在泰国、巴西和夏威夷等恶劣环境下，316不锈钢

攀岩锚栓可能会在3年内完全失效，因此需要更耐腐蚀的锚栓。 

双相不锈钢、PLX不锈钢、HCR（高耐腐蚀性）、904不锈钢、1.4362 
/1.4462级钢，无论你想怎么称呼它，都是超级不锈钢。

这种钢大约含有50%的铁素体和50%的奥氏体，其强度

是铁素体或奥氏体的两倍。“Fixe”将其作为一种更耐腐

蚀的不锈钢出售 ，但是他们曾经进行了召回，因为生

锈了，请加油！他们缩小了受影响的批次，现在以不同

的方式制造挂片。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些批次以外

的任何失效报告，我们

真的很喜欢它们在锚栓

破坏测试中的表现（在强度方面）。 

但 是 ， 彼 得 · 兰 德 尔 佐 夫 （ Peter 
Randelzhofer）发表了一篇论文 ，对“Fixe”

http://www.fixehardware.com/shop/bolts/hely-glue-in-bolt-duplex-stainless/
http://www.fixeclimbing.com/public/RECALL-FIXE%2024-10-2017_EN.pdf
https://www.dropbox.com/s/b8db04jw0fsasdb/REPORT%20Lower-Off%20Anchor%20Fixe%20PLX%20from%20Utrecht.pdf?dl=0&fbclid=IwAR3Ywvf5C780TYFKNtUd8tKKeCbVxwwiA2SNUDZ_hhkvVilnIeI4Poh1XY4


 

的PLX锚点钢链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焊缝附近有裂纹。 

显然，1.4362级双相钢较容易焊接，但

1.4462双相钢较容易腐蚀。因此，钢链的出

厂标称MBS值为25 kN，但温和的室外条件

下仅经过了2年，测试结果仅剩5 kN。 

“Petzl”公司出售带有HCR挂片的HCR楔

块锚栓，价格低得能买下一辆车。德国的

“BoltProducts”公司推出了“海水”系列产品，

即扭曲的化学锚栓，据说断裂负荷为100 kN，使用寿命为50年，每颗锚栓

的价格约为10欧元。如果你认为PLX HCR很有趣，请阅读这里的信息。然

而，钛比不锈钢闪亮（隐喻而非字面意思）。 

有趣的事实：有时将INOX冲压成锚栓。这是法语中“inoxydable”一词

的不锈说法。可能是304或316不锈钢，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双相不锈钢，即

使上面印有PLX。 

第3章钛 

它的抗拉强度与合金钢相似，几乎是钢密度的一半（56%），并且具

有铂金等级的耐腐蚀性，在所有锚栓中堪称极品。估计它们的寿命可达200
年（见“www.titanclimbing.com”)。有趣的事实：钛是地球上第9大最丰富的

元素，其熔点为3,135 ℉（比

钢 高 400 ℉） 。 “Titan 
Climbing”公司制造了第一批

通过认证的钛合金化学锚栓。

它的形状像字母“P”，使用一

根连续的钛金属杆弯折而成，

所以没有容易发生断裂的焊

接结构。它需要一个14 mm或

⅝〃的孔，最小破断拉力（MBS）为35 kN。 

在我们的锚栓破坏测试中，其破断剪切力和破断拉

力均超过35 kN。它们比船用不锈钢贵约30%，价格与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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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etzl.com/US/en/Sport/Anchors/COEUR-BOLT-HCR%23.V9BhF5MrKL4
http://www.bolt-products.com/SeaWaterSeries_000.htm
https://www.mountainproject.com/forum/topic/112132048/fixe-plx-hcr-new-metal-as-alt-to-tita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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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不锈钢锚栓产品相似，但耐腐蚀性却强得多。 

第4章耐久性 

有时，耐腐蚀性不是头等大事，而耐磨损性才是。来自“www.bolt-
products.com”的吉姆·蒂特（Jim Titt）在一项实验中证明，钛的磨损速度是

不锈钢的两倍。他将这些金属链接器材埋在一个

充满干燥沙土的盒子中，并用一条10 mm的绳索在

两种不同金属之间来回移动1.6 m或5英尺，得到了

这些结果： 

●0个周期——不锈钢 8mm，钛8mm 

●100次——不锈钢7.52mm，钛7.07mm 

●200次——不锈钢6.76mm，钛5.74mm 

●300次——不锈钢 6.07mm，钛4.37mm 

●400次——不锈钢5.53mm，钛3.57mm 

●钛（上图）的磨损速度是不锈钢（下图）的

两倍。 

第5章电腐蚀 

金属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你不能将两

种不同的金属混合使用。它们具有不同的

电流，如果贵金属含量较低（电极电位较

低）的金属与贵金属含量较高（电极电位

较高）的金属接触，贵金属含量较低的金

属会很快腐蚀。因此，如果将不锈钢锚栓

与镀锌螺母或镀锌垫圈混合使用，螺母或

垫圈将很快腐蚀。如果将不锈钢挂片与镀

锌锚栓混合使用，则孔中的锚栓会发生腐

https://www.mountainproject.com/forum/topic/114318984/mixing-titanium-anchor-hardware-with-ss-glue-ins?fbclid=IwAR1lNIMioxWD_1V2tIESN_0C7Iw1dRaHW8IhxLmKwwwfstCPe_7yFFGvqOg


 

蚀却无法看见。镀锌挂片配合不锈钢锚栓使用时，镀锌挂片腐蚀非常明显。

这也包括在不锈钢锚栓上的镀锌链接器材。因此，请注意你的锚栓、垫圈

和挂片。它们必须由相同的金属制成，并且如果不是用更好的金属的话，

应至少为304不锈钢。请参阅这些照片例子。 

 

 

 

第6章应力腐蚀开裂 

我们喜爱海岸，但海岸不喜欢我们的锚栓。在很多沿海地区，尤其是

泰国或马耳他，不锈钢锚栓很快就腐蚀了，甚至是316不锈钢锚栓。“Fixe”
称其316不锈钢锚栓产品为“海洋级”，但并不适合所有海洋环境。加速腐蚀

的其他因素可能包括温度升高、裂缝、金属混合、高低湿度混合、悬垂的

岩石导致雨水无法冲洗掉有害化学物质和化合物等。看看这些照片中的锚

栓故障，你就知道钛质的化学锚栓在腐蚀性环境中的重要性了。这个视频

也是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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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5&v=s5o6-2PdYv8&feature=emb_log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5&v=s5o6-2PdYv8&feature=emb_log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5&v=s5o6-2PdYv8&feature=emb_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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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钛是所有存在应力腐蚀开裂（SCC：
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风险地区的最佳选

择。你可能感觉它很昂贵，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锚点能使用100年而不必更换，那钛锚栓

的价格算下来就便宜很多了。如果在高人流

量的区域使用不锈钢部件，则可以更好地解

决磨损问题。需要权衡两种情况：绳索在金

属上运动会磨损锚栓，以及锚栓会被腐蚀。 

第7章染色 

就像你内衣上的痕迹一样，我们应该避

免岩石发生同样的问题。当挂片上的锌涂层暴露在氢和氧（又称水）中足

够长时间后，会生成氢氧化锌（类似于生锈的氧化铁）。氢氧化锌是白色

粉末，可能能会在岩石上留下痕迹。同样，当铁暴露在外时也会生锈，不

仅会使锚栓变得很危险，而且会使这个区域看起来很脏。 

          

第8章 伪装 

理想情况下，只能从最后一个挂接处看到锚栓，而不能从空中看到亮

闪闪的东西。为了使攀岩区域受到较小的影响，人们尝试了伪装锚栓和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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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最大的问题是伪装不会保持很长的时间，特别是把锁

扣挂入它们时，金属与金属接触会磨损任何人付出的努力。 

喷漆——一种方法是在安装之前用砂纸打磨，并在家

里用喷涂“Rustoleum”，但是如果锚栓与器械接触或经常使

用，油漆并不会保持太长时间。你可以

先上底漆，并喷涂几层薄化层来增加附

着力。我认为蚀刻镀锌挂片的做

法显然很不好，因为锌涂层非常

薄，当油漆磨损后，会暴露出没

有保护的钢。另外，油基（烷基）

产品不能良好地附着在锌或镀锌

金属上。镀锌层和醇酸形成一层

肥皂的过程叫做皂化，然后会剥

落，就像你的皮肤被严重晒伤一样。将油性漆涂在镀锌

水管上，我可以从油漆工的经验告诉你，这行不通！如果出于某些奇怪的

原因，你足够在意安装那些垃圾镀锌挂片，也足够在意为其喷涂迷彩，那

么请使用水性漆产品。 

不锈钢也不能蚀刻。来自“Bolt-Products.com”的吉姆·蒂特（Jim Titt）
在这个论坛上解释了为不锈钢涂漆的风险： 

“不锈钢通过产生钝化的氧化铬来增强其耐腐蚀性，并通过阻止氧气扩

散到钢表面来防止进一步的表面腐蚀，从而阻止腐蚀扩散到金属的内部结

构中。仅当铬的含量足够高并且存在氧气时，才会发生钝化，

防止氧气到达表面的涂层

会阻止钝化的发生。通常

的问题是，涂层会由于拧

紧锚栓或使用锁扣而损坏，

或者由于老化或水渗透从而

阻止了氧气接触而变得多孔。

我们会在制造过程中对所有

产品进行钝化处理，任何尝

试使用研磨或蚀刻底漆等方

https://www.mountainproject.com/forum/topic/107166179/painting-hangers?fbclid=IwAR168WZ5AHMEUT3FVaEfuW5e3H4QgYISx3Teklkh5D0sVOL6HU6-6_rGDf0


 

法进行表面涂层处理的方法都会去除钝化层。” 

替代涂层——粉末涂层的使用寿命肯定比油漆更长，“Metolius”和“Fixe”
有一些在售卖，但可选的产品不多。汽车油漆迷彩可能很花哨又昂贵。如

果你真的下定决心要把锚栓隐藏起来，同时在攀岩路线上留下粉笔记号的

话，等离子涂层就是下一个“过犹不及”的级别

了！人们在建立路线时，想在每个挂片上都省

下几分钱，我怀疑攀岩锚栓供应商是否还会一

直提供等离子涂层。 

热处理——这似乎是一个花哨的永久性的

方法，我是说你的锚栓的颜色。在受损之前，

不锈钢或双相不锈钢可以被加热到多少度？如

果你不知道，请不要这样做，但是如果你为此

而着迷，请访问“Mountain Project”论坛。请不

要用火烧已经安装好的化学锚栓！植筋胶不能承受高温。如果你提要求，

“Climb Tech”公司会为你调暗波形锚栓的颜色。 

第9章结论 

切勿使用镀锌锚栓。只要有一点点划痕，下面

的铁就会暴露出来发生腐蚀。考虑一下锚栓的固定

位置——底部的楔形或套筒。该接触点承受所有作

用力，现在由于刮到了岩石孔产生了磨损。还应考

虑到，大多数高线的锚点

都安装在岩石的顶部，水

能够进入这些孔中并留在

里面，因此，锚栓要能耐

腐蚀是非常重要的。 

请勿与其他金属混合使用，否则可能会遭受

双金属腐蚀，锚栓中其中一个组件会加速腐蚀。

而且在沿海地区会产生过度的腐蚀，甚至316不
锈钢或PLX HCR不锈钢也无法承受，因此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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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最好的选择。如果是较低位置的锚点，并且绳索经常穿过它，那么不

锈钢锚栓的耐久度是钛的两倍。锚栓与人们的性命攸关，不要使用便宜的

烂货，在攀岩路线或高线上应该安装最优质的锚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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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之书 

“你要知道你往孔里塞的是什么。” 
 

有些锚栓有5个单独的部件，而另一些锚栓是由一

根杆扭曲而成。有些是焊接的，有些内置了挂片。令

人惊讶的是，你将其塞进孔里的金属棍有很多细节，

基本上是一个微型机器。了解你的微型机器是如何工

作的，以便正确地安装它。 

第1章锚栓类型 

压缩锚栓 

老式的钮扣头锚栓没有活动部

件。它们要比孔稍大一些，通过与

孔紧密配合来固定。 

这种称为对开轴锚栓，又称为

压缩锚栓。 

我们发现，大岩壁的空白部分更多是安装的微小的¼〃钮扣头锚栓，这

些地方需要安装锚栓梯架，而不是锚点。更大一个等级的尺寸是⅜〃，顶部

带有螺纹且安装有螺母。我们发现，需要使劲敲击才能安装，所以必须先

安装螺母和挂片，否则螺纹损坏太多后就无法安装螺

母了。我们在锚栓破坏测试中对

它们进行了剪切和拉伸测试，发

现锚栓在脱出之前头部会折断，

至少对于新锚栓而言是这样的。它们很少采用不锈钢

制成，如今这种锚栓已被其他款式替代。它们曾经存



 

在，因此我们在这里分享它们，但是请不要使用它们。尖头锚栓是相似的，

事实上它们是弯曲的，其原理相同。 

敲击锚栓 

“敲击锚栓”“锤入锚栓”或“撞击锚栓”，不管你想要叫它

什么，当你敲击锚栓的中心时，其侧面都会膨胀。如果锚栓

头是平的，就不能再取出来了。“Petzl”公司曾经出售一种名

为“Petzl Long Life”（攀索长寿命锚栓）的产品，这款锚栓的

名称很取巧，但显然它并不受欢迎，而且价格昂贵。一些锚

栓与挂片齐平能防止挂片被盗，另

一些锚栓则使用螺母压住挂片。目

前，没有任何一种产品是为生命支

撑的攀岩应用而设计的，因此它们

没有经过认证，可能会带来风险。ASCA拉坏了一个老牌子

（美国的AALL）的½〃锚栓，仅在10 kN拉力时就断了，大

大低于其标称MBS值。¼〃的敲击锚栓在网上很流行（不用

于攀岩，用于一般情况），能在2 kN以下断裂。敲击锚栓的设计都差不多，

“钉子”在被安装工具敲入后，底部法兰会展开，然后就可以在螺纹里安装

一颗锚栓了。该视频展示了它们的工作原理。简而言之，就是不要使用它

们，目前有很多更好的选择。 

混凝土自攻钉 

工作原理类似于普通的木螺钉。预钻一个

孔，螺纹咬入孔的侧面。锚栓的尖端有一个较

硬的钢切削螺纹，其余的螺纹紧随其后。需要

一台高质量的电扳手，使用⅜〃套筒（而不像

其他许多情况使用¼〃套筒），因为需要相当

大的扭矩来拧入它们，但是你不需要使用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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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要像安装化学锚栓那样把孔清理得非常干净，但是应该在安装

之前吹掉灰尘，否则锚栓可能无法完全拧入，因为底部的灰尘会阻止它。

在较硬的岩石中安装时，加一些水能帮助润滑和冷却，如果在超硬的岩石

中安装，锚栓可能会损坏。在较软的岩石中它们并不安全。⅜〃的锚栓需要

钻一个⅜〃的孔，孔的深度比锚栓长度深

¼〃，并且应配合使用⅜〃孔的挂片，即

使安装起来感觉很紧。在用电扳手拧紧锚

栓时，切勿手握挂片。螺纹会挂住挂片并

快速旋转，可能会折断你的手！我们在锚

栓破坏测试中使用“Titen Hd”混凝土自攻

钉，我们发现使用½〃孔的挂片有时会从

锚栓上脱落，尽管拉力值超过30 kN。我

们在锚栓破坏测试中经常使用混凝土自攻钉，用于固定液压测试仪，测试

各种易于拆卸的挂片。在测试挂片时，我们甚至重复使用混凝土中相同的

孔十几次，即使孔明显受损，它仍然比挂片坚固。有些人担心，在多个“冻
结/解冻”周期后，这些锚栓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松动，但是没有足够的实例

来证明。从锚栓管家的角度来看，混凝土自攻钉最容易拆卸和更换。它们

采用镀锌钢、304不锈钢或316不锈钢制造。请使用适合你所在地区的不锈

钢。 

注意：这是一种较新的时尚，UIAA或ASCA或任何老派锚栓手目前都

不赞成使用混凝土自攻钉，原因是没有专门针对攀岩进行广泛的科学研究。

出于文化原因，当地可能比其他地区更不愿意使用混凝土自攻钉，它们在

砂岩中表现并不好。但是，已经有足够多的人在使用混凝土自攻钉了，并

且已经在建筑物中和我们的锚栓破坏测试中使用过，可以将其作为攀岩和

高线锚栓的潜在可行选择。 

带楔块的机械锚栓 

这些锚栓有一个小的膨胀夹，在螺杆底部附近的侧

面上有凸起。 

这些凸起能防止膨胀片滑动，因为它比孔径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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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栓的最末端是圆锥形的，拧紧螺母会将锥形末端往

外拉，使膨胀夹张开。由于锚栓与岩石孔的接触点非

常小，因此只建议在非常坚硬到中等坚硬的岩石中使

用。如果拧得太紧，锚栓会被拔出太多，主要是如果

膨胀夹往外滑会导致螺纹杆凸出岩壁很高，从而妨碍

锁扣挂入挂片，并且位于岩石中的锚栓明显会变短。

如果锚栓凸出岩壁太多，在向上旋转快挂时锁门可能

会被锚栓压下去，导致松脱，或者使快挂在开门状态

下受力，其强度会下降很多。切勿在砂岩或其他软岩石中使用带楔块的机

械锚栓，因为在周期性载荷下，岩石的接触点处会磨损，孔会慢慢变大导

致锚栓脱出。 

带套管的机械锚栓 

这些锚栓是由一根螺杆和末端的锥形螺母构成。之所以称为套管锚栓，

是因为套管包住了整颗锚栓轴。六角锚栓头和锚栓轴是一体的，而不是顶

部为螺纹杆用于安装螺母。 

取而代之的是“螺母”在底部，它是圆锥形的，拧得越紧它就使套管越

膨胀。因此，六角锚栓头紧压挂片并保持齐平，锚栓杆不会伸出来。套管

还可以提供更大的接触面积，并且可以用于所有类型的岩石，尽管岩石越

软越倾向于使用化学锚栓。这些锚栓尤其需要以特定的扭矩拧紧，如果你

不随身携带扭矩扳手，请先在家里练习并掌握正确的扭力感觉以后再去安

装。如果它们在安装后变松，挂片在绳索的张力下前后扭动会让锚栓倾向

于被拧松，最终在人的体重拉扯下就可能将其拔出来。请参阅“机械锚栓”
部分，末尾一段有购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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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拆卸锚栓 

可拆卸锚栓非常适合用在不想留下永久性锚栓的地方，比如在攀岩人

多的地方很少有人会永久性安装高线，或者需要使用临时锚点为一条悬空

的运动路线安装更好的永久性锚栓。可拆卸锚栓也非常适合用于不想等待

化学锚栓固化的场合，比如你在可拆卸锚点上架设高线后，再安装化学锚

栓。可拆卸锚栓的原理与楔块锚栓和套管锚栓相同，越用力拉锚栓，越能

紧紧卡住岩石。 

不同的是，可拆卸的设计使得锚栓在松开

后可以拉起套筒，消除使螺栓保持在岩石中的

楔形紧固作用。不应该将其作为长期锚点，因

为如果它们一旦松动就会不安全。就像所有的

锚栓一样，可拆卸锚栓也有一些缺点。他们需

要钻一个完美的孔，如果孔太大，锚栓就会在

孔中旋转，如果孔太小，锚栓就难以拆卸。如

果在岩石孔中反复使用可拆卸锚栓，孔会磨损

（主要是在较软的岩石中），没有人会喜欢一

个被磨损的孔！如果有人尝试重复安装高线，

他们可能不知道孔径是12 mm还是½〃，这很重要，因为不同孔径需要不同

的锚栓。如果在悬崖顶上，孔里可能会充满碎屑，需要彻底清洁。另外，

根据我的经验，可拆卸锚栓在经过几次拆卸后看起来就已经严重损坏，这

就是为什么它们不是“可重复使用的锚栓”而是“可拆卸的锚栓”的原因。它们

可以重复使用，但不能无限期地重复使用。 

“Fixe”公司的“Triplex”锚栓（12 mm）带有带锥形的螺杆，“Climbtech”
公司的“Legacy”锚栓（½〃）是平头六角锚栓，末端带有锥形螺母，但我发

现“Legacy”比“Triplex”更易于拆卸，很遗憾它不再生产了。我喜欢在“Fixe”
公 司 的 “Triplex” 锚 栓 上 使 用

“BoltProducts”的焊接挂片，这样

我可以将绳索直接穿入挂片。有

关挂片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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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第5章。 

如果你很富有并且愿意当一名实验者，可以尝试“Climbtech”生产的精

美的可拆卸锚点。它的设计类似于凸轮，是半球滑块岩塞的圆形版本。如

果将它们放入到了孔的底部（将它们放得太深），则几乎不可能再将其拆

卸了。如果你需要临时安装锚栓来建立路线，那么这款产品可能很合适，

但是我个人不会使用它们架设高线，因为它有柔软的钢丝，可能会在高线

使用后产生扭结，而½〃尺寸的额定值仅为11 kN。如果你在架设高线时使

用8个这款产品，则需要花费600美元以上！！！它们还有¾〃和1〃的尺寸，

但是我们不想在岩石上钻一些这么大的临时锚孔。 

你可以以一定的角度钻孔，最大程度地减少钢丝扭结，但是如果你打

算使用该孔安装化学锚栓，则需要正确地钻孔。产品的发明者在此视频中

进行了人工测试。 

“Petzl”公司现在出品了一款可拆卸锚栓，名为“Coeur-Pulse”（12 mm），

不需要安装工具（假设你已经拥有一个清洁

的孔）。它也很昂贵，但是可以用于架设高

线，并且非常漂亮。它有薄薄的套管，当你

扳动扳机时又可以将其拔出来。它需要一个

完美的孔，因此你需要使用新的4刃钻头。

它的头部凸出，会限制挂入东西的数量，但

如果你能负担得起，我建议你使用它。点击

可查看安装视频。 

化学锚栓 

现在我最喜欢的是

化学锚栓！化学锚栓不

需要安装挂片（挂片可

以被偷走），使用寿命

比你对攀岩 /高线的兴

趣还要长，并且静力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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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直接穿过它，懒惰的高线架设者们不必携带6 
mm或8 mm的沉重梅隆锁或钢锁。但是，如果安

装螺杆式化学锚栓（请使用不锈钢的），则需要

一个挂片。但是，如果你在要同一个锚点上架设

多条高线，并因此会在多个方向上产生拉力，则

螺杆式化学锚栓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这

样就可以松开螺母旋转挂片朝向受力方向。但是，

如果经常卸下和更换挂片，可能会损坏螺纹，从而使锚栓失去价值。化学

锚栓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单根轴顶部弯折并焊接出一个眼孔，另一种是由

一根连续的钢条弯折而成。“U”形（或钉书钉形）锚栓很少作为化学锚栓，

因为它需要2个孔（每条腿一个孔），这对一个区域影响更大，并且由于它

们容易使锁扣打开，因此很少见到。植筋胶总是由两种化学物质组成，正

确进行混合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植筋胶失效都是由于混合不当造成的。

如果混合正确并且孔里没有灰尘，用植筋胶可以安装出最坚固的锚点。 

机械锚栓只有一小部分在岩石孔里卡住，但植筋胶会100%地粘住整个

孔，这在较软的岩石或层状岩石中尤为重要。与楔形物锚栓相比，植筋胶

会渗入岩石的孔隙中，从而形成防弹锚点。植筋胶还可以防止水进入孔中，

从而防止在看不见的地方发生腐蚀。与机械锚栓相比，化学锚栓的安装技

术要求要高得多，并且成本（如果使用“Hilti”环氧树脂）

会更高，但它们的使用寿命更长，所以长期影响会更

小。 

请勿使用植筋胶安装机械锚栓。你无法获得两全

其美的选择，却会得到最坏的结果。植筋胶只会包裹

在锚栓套管上，而不会附着在实际承受挂片拉力的锚

栓杆上。植筋胶可能会阻止楔块锚栓膨胀。如果注入

植筋胶的孔足够大，楔块就不会膨胀。如果孔的尺寸

适合膨胀锚栓，则没有空间容纳足量的植筋胶。植筋

胶也会堵塞螺纹。我并不是说如果使用植筋胶，机械

锚栓会容易从孔中掉出来，但这不是设计的方式。不

要试图搞些花里胡哨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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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粗细问题 

以前，我们用¼〃锚栓。现在它们都被替换了。通常攀岩时使用10 mm
或⅜〃锚栓，高线的标准是使用12mm或½〃的锚栓，因为它们承受的力可

能大于攀岩所承受的力。如果在较软的岩石中安装锚栓，16 mm或⅝〃的可

能会更好，这不是因为锚杆的强度，而是因为更大的锚杆可以更好地固定

在岩石中。而且，如果岩石足够软，你会希望使用粗大的锚栓植筋。 

钻头对能否正确安装至关重要。尽管½〃= 12.7 mm，但如果使用“Fixe 
Triplex”可拆卸锚栓，则不能互换12 mm和½〃钻头。有时12 mm和½〃的钻

头可以互换用于楔块锚栓

或套管锚栓。而12 mm或½〃

的钻头对于化学锚栓都适

用。你只是不想把一个⅜〃

化学锚栓放入一个⅝〃孔

中。任何东西太多都不好。 

第3章 长度问题 

长度取决于硬度……我的意思是，岩石有多坚硬。岩石越硬，孔就越

硬，因此不用担心插得太深了。在坚硬的岩石里，2.5〃或55 mm就够了。

岩石越软，孔就越软，因此应尽可能插得深一些。对于较软的岩石来说，

至少要插入6〃或150 mm。 

注意：机械锚栓的长度描述的是整颗锚栓的长

度，因此要知道在岩石表面之下和表面之上分别会

有多长。化学锚栓的长度通常是指插入岩石内部的

那部分长度。你认为它有多长都没有关系，实际上

最重要的是它能插多深！ 

第4章垫圈 

垫圈将压力分配到挂片的更多面积上（这是严

谨的火箭材料科学！）。他们可能并不花哨，但是



 

很重要。一些锚栓，如“Powers”公司生产的5件套，垫圈会一并提供。如果

使用钢链代替挂片（这不是理想的方法），垫圈也非常重要。在锚栓破坏

测试中，我们在⅜〃孔和½〃孔上装不装垫圈分别进行了测试。挂片会剥落

锚栓！使用正确尺寸的挂片和正确尺寸的锚栓，同时也要使用正确尺寸的

垫圈。 

使用垫圈时，最常见的错误是在商店购买便宜的亮闪闪的垫圈。不要

使用锌垫圈！不锈钢应配合不锈钢一起使用，否则非不锈钢垫圈会很快生

锈。 

第5章挂片 

我们不是在谈论飞机类型或壁橱类型，而是攀

岩挂片……而且挂片并不只有一种样式。 

锚栓孔的直径通常为⅜〃、10 mm、½〃和12 
mm，“CMI”公司制造了罕见的带有⅝〃（16 mm）

孔的挂片，如果你问得好， “Bolt-Products”的吉

姆·蒂特（Jim Titt）有时候会制作更大尺寸的出色

的焊接挂片。重要的是使用的锚栓和挂片尺寸要相配，否则挂片会在锚栓

周围浮动，并可能会失效。 

挂片不应该在岩石孔周围晃动！我们有很多½〃的挂片在相当大的拉力

下会从⅜〃的锚栓上脱落。 

普通尺寸的挂片

强度有所不同，在25 
kN左右，但“Fixe”的½〃

和12 mm不锈钢挂片已

通过30 kN认证，极限

断裂强度为 44 kN。  
在锚栓破坏测试中，

我们偶尔测得“Fixe”的
PLX和不锈钢挂片有高

达60 kN的断裂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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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的⅝〃挂片被评为最坚固的挂片之一，高达44 kN，但在锚栓破坏测

试中在37 kN就断裂了，比MBS低15%，因为它们是由便宜的低碳钢进行粉

末喷涂制造的，而不是用更坚固更耐用的不锈钢制造的。 

挂片的材质也各不相同。我不知道为什么存在铝制挂片，但是它们确

实存在。它们不那么坚固，并且会造成不同金属混合使用。“Fixe”生产有镀

锌钢（PS）挂片，价格便宜了一点点，但强度却降低了约10 kN，寿命也更

短（不要使用任何镀锌的东西！）。镀锌钢挂片可能是仅供室内使用的，

例如攀岩馆。就像迷人的大型的“CMI”挂片一样，它们由粉末涂层的镀锌钢

制成，它们甚至在比其声称的1万磅低得多的拉力下断裂，我没有任何激情

使用它们。不锈钢挂片是唯一应该用于挂片的材料，因为我们只应使用不

锈钢锚栓（或钛制，但没有钛制机械锚栓，因此不需要钛制挂片）。“Fixe”
和“Petzl”都出售304不锈钢挂片。“Fixe”还出售316不锈钢挂片和PLX挂片，

我们在锚栓破坏测试中发现它们是市场上最坚固的。 

“Bolt-Products”用8 mm不锈钢棒制成12 mm（锚栓孔

大小）的挂片，因此可以直接穿过绳索。对于攀岩锚点来

说，它不是理想的选择，因为金属会很快磨损，但在高线

锚点中使用它则无需使用梅隆锁，因为使用较锋利的挂片

时绳索无法直接穿入则需要梅隆锁。但也有不利的一面，

焊接增加了在某些恶劣环境下发生应力腐蚀开裂（SCC：

Stress Crack Corrosion）的风险，并且焊接点有失效的风险

（尽管可能性不大）。它们的额定值为45 kN，我们无法

在42 kN的拉力和52 kN的剪切力（首先拉断锚栓头）下拉

断它们，因此我们对强度感到非常满意。可以直接在挂片中运行绳索是一

个很好的解决方案，而普通

的挂片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如果使用机械锚栓，

除了使用钢环以外这是直接

连接绳索的唯一解决方案。 

钢链通常被当作便宜的

“挂片”，可将绳索直接穿入来

架设高线，通常额定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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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0 kN。我们在砂岩中使用⅝〃锚栓，连接基础款全新钢链，我们测试

在60 kN范围内断裂。锚栓断裂的情况更多。它们的缺点之一是会生锈，因

为没有人会购买高质量的钢链。另一个问题是他们无法与岩石齐平，这意

味着它们在高出岩石约半英寸处拉动锚栓，从而会产生杠杆力，使锚栓的

抗拉强度大大降低。另外，如果你看到钢链，则岩石中是镀锌锚栓的可能

性大约有90%，因为价格是安装锚点显而易见的决定因素。不能使用一个

链节，而是使用2个或4个链节来确定正确的方向，而且应考虑到链节越多

故障点也会越多。这些带钢链的锚栓仅可用于承受剪力（侧向），而不能

用于承受拉力（直出），因为拉力会使钢链明显变形，即使钢链在最终破

坏之前我们测到了大约50 kN的力。我们不知道镀锌钢链开始腐蚀后剩余强

度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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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锚栓之书 

“锚栓头拧的圈数越多，螺母就会压得越紧。” 
 

因此，机械锚栓不是火箭科学。如果你有合适尺寸的孔和优质的不锈

钢锚栓，基本思路就是将其砸进去并拧紧。锚栓底部的楔块会在膨胀后卡

紧岩石孔。你可以使用带有扩口端或楔形螺母的螺杆，如果膨胀部分足够

大，则它不再是普通的楔块锚栓，而是

神奇地变成了套管锚栓。但是，就像所

有事物一样，这是他们没有告诉你的事

情……所以让我们仔细研究每种类型的

锚栓的细微差别，这将能帮助你安装安

全的机械锚栓。 

第1章套管锚栓 

将它们敲入并拧紧。这

并不困难，但是你需要了解

一些内容。在敲入之前，重

要的是先将挂片安装到锚栓

上。如果你忘记了，则可能

无法将其拉出再重新装上挂

片。如果你像“Power”锚栓那

样将其部分拆除，可能会有将碎屑带入底部螺纹锥的风险。如果你从“Fixe 
Triplex”锚栓上取下了螺母，那么整颗螺杆都可能会掉入孔里，并且可能深

得无法取出，因为无法抓住它。因此，在将其敲入孔里之前，请将你喜欢

的挂片安装到锚栓上。将底部的锥形螺母放好，使其刚好接触套筒，但还

未使套筒发生膨胀（请参见上图）。 

现在可以将其敲击进去了（孔是干净的，对吧！？）。如果发现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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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很松，可能就很难拧紧它，因为整颗锚栓和零件都在孔中旋转。如果

很难插入，则孔太小了，可能会损坏孔或锚栓，并且插入可拆卸锚栓的难

度越大，将其拔出的难度就越大！ 

然后拧紧。所有锚栓都有特定的扭矩，以达到

制造商申明的额定值。扭矩扳手并不昂贵，但携带

它进行长时间的远足却很糟糕。如果你不在山上使

用扭矩扳手，请至少在家中后院的锚栓上练习一下，

以便你了解正确扭矩的感觉。如果需要25磅·英尺的

扭矩，而你又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那就用中小型

扳手，直到你的脸绷紧，但不要用力到你发出咕噜

声。如果你拧得不够紧，很明显的危险就是它可能

会被拔出来。当我把锚栓以从25到35磅·英尺的扭矩

拧紧时，我震惊地发现我使了多大劲。扭力有一个

限度（正如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限度），如果你拧

得太紧了，会拧坏锚栓或者产生应力开裂，导致其

完整性受到破坏。一个有趣的实验是尝试拔出几乎

没有拧紧的锚栓。你会发现它们的紧握力多么惊人。

但是，重要的是要正确拧紧它们。 

挂片方向要根据你的拉动方向来确定。不要随

意放置挂片，然后对其施加的拉力，迫使其旋转至

正确的方向。如果它不旋转，那么你就在以一种非常不利的方式拉动这个

挂片，就像你横向拉锁扣的锁门一样。这会降低挂片的强度。在我们的锚

栓破坏测试中，挂片的拉伸断裂强度比剪切断裂强度要低。将锁扣挂入挂

片，然后按使用方向施加拉力。请记住，在高线上，最远的外部锚栓将被

斜拉朝向主锚点，而不一定与高线方向相

同。 

注意：如果孔太浅，锚栓显然不能完

全插入，这会导致挂片不能安全地固定在

岩石上，会产生旋转。 

这并不意味着在使用时会把孔拉坏，



 

但是这种行为至少是马虎的，如果一颗锚栓上的挂片是松动的并且会旋转，

我不知道我是否会信任它。如果你真的没安装好，挂片正在往上爬，它会

对锚栓产生杠杆作用，会在更低的拉力下将锚栓折断。 

套管锚栓对于较软的岩石更好，因为它们有更大的表面积，它的膨胀

套管比末端带有小膨胀片的楔块锚栓膨胀得更宽。岩石越软，需要的锚栓

就越长越粗。在坚硬的岩石中使用套管锚栓没有坏处，所以最好使用套管

锚栓，除非你需要船用级316不锈钢，套管锚栓很难找到这种材质的。 

第2章楔块锚栓 

真正的区别在于螺杆底部膨胀片的尺寸。除了更容易找到

316不锈钢材质的楔块锚栓以外，没有真正的理由使用楔块锚

栓而不使用套管锚栓，因为大多数套管锚栓是304不锈钢材质

的。因此，如果你的区域有腐蚀性且岩石坚硬，那么楔块锚栓

可能是正确的选择，在软岩石中安装楔块锚栓不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如果该区域有很高的腐蚀风险，则最好使用钛质的化学

锚栓以确保耐久性。 

跟套管锚栓的安装步骤一样，先将挂片装在锚栓上，再使

用锤子敲进去。楔块锚栓也需要以特定的扭矩拧紧。拧太紧并

不总是更好。扳动挂片确保其方向与受力方向一致。拧紧后螺

杆将比螺母高一些，因此螺母应先装在尽可能高的位置，但也

不要让锤子能敲到螺母。确保楔块立即膨胀，不要在孔壁中打

滑，当你把螺母拧紧20圈后只会剩下很少的锚栓留在岩石里。 

第3章 锚栓会向外伸出还是不伸出？ 

好吧，拧紧时会螺杆会向外伸出的锚栓没有平齐的六角头锚栓那么多。

六角头螺杆在被拧紧时会拉紧底部的楔形螺母！不管拧得多紧，螺杆（轴）

都不会伸出变高，所有的动作都发生在孔里。只有套管锚栓具有这种设计。 

 但是，有些锚栓设计不一样，拧紧螺母会将螺杆（轴）从岩石中拉出。

有些套管锚栓也是这种设计，但是每种楔块锚栓都是这种设计。要先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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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螺母才能敲击，但不能敲击螺

母，这样会使所有敲击力都作用

在螺纹上，可能会损坏螺纹。但

是，你又不希望在安装时将螺杆

拔出太高，因此要将螺母安装得

尽可能高，同时又不会锤中它。 

第4章挂片很重要 

挂片被锚栓固定在岩石上，它与锚栓一样重要。

很多挂片的最低破断拉力与常用锁扣的一样，均为

22—25 kN。但是，正如我们的锚栓破坏测试所示，有

些挂片已经突破了50 KN。挂片的强度与其所连接的

锚栓的强度相近就好，否则你可能会损失一些强度，

因为最薄弱的连接会先断裂。圆形材料制作的挂片可

以将绳索直接穿入用来制作高线锚点。圆形材料通常

不打眼，因为它们的发光效果与平板式挂片不同，因

此在攀岩中使用是有好处的，但又不是最理想的，因为绳索不断在其内部

穿梭会很快造成磨损。偏置挂片是为锚点而设计的，钢环或梅隆锁挂在挂

片当中，能使绳索偏向侧面，而不会摩擦到岩石。对于攀岩下放锚点来说，

应该在挂片上挂上其他连接器材。 

● “Fixe Hardware”有一些不锈钢挂片，其断裂强度最高可达44 kN或

10,000磅，并通过了CE/UIAA认证，其断裂强度为30 kN。在锚栓破坏测试

中，我们已经确认它通常能达到极限断裂强度。PLX挂片非常坚固！它们

的孔尺寸为10 mm、⅜〃、12 mm、½〃，从2.95美元到3.95美元。不要购买

便宜的镀锌钢挂片，它们只能用于室内健身。 

● “Petzl”有一款316不锈钢挂片，每个价格约4美元，但“Petzl”仅将其定

为25 kN。 

●“CMI”有一款用于⅝〃锚栓的挂片，材质为粉末涂层钢。由于我们不

能混合使用金属，并且不应该使用除不锈钢之外的任何材料，因此不应该

使用这种挂片。我们还以低于15 kN的力拉坏了它们，这个值低于其最小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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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负荷（MBS）。每片价格为10.35美元！不推荐。 

● “Bolt-Products”有一款挂片，是用8 mm的316不
锈钢（A4）杆焊接而成，配合12 mm锚栓，价格为

5.20欧元。这款挂片允许直接穿入绳索。这些是我最

喜欢的挂片。它们可与“Fixe”的“Triplex”锚栓或者

你拥有的任 

何12 mm锚栓配合使用。如果要在½〃锚栓上使用，

则必须将孔钻得稍大一些。“Team Tough”是“Bolt-
Products”在美国的分销商。 

● “Bonier”有一款挂片没有锋利的边缘，因此可

以穿入绳索，这非常适合架设高线，因为我们不会像

攀岩一样让绳索在其表面来回摩擦。有304和316不锈

钢两种材质。 

● “Bonier”还有用于12 mm或½〃锚栓的全向挂片，

但是“Power”锚栓无法配合使用，因为在安装后挂片会被

固定在锚栓上。它通过了建筑界的认证，可能是一款出色

的高线挂片，可用于将绳索直接从岩壁拉出。 

● 在链节和岩石之间需要许多垫圈才能将其抬到足够高，

以使第二个链节不会在岩石上磨擦。这意味着所有拉力都会施加在锚栓顶

部而不是底部，锚栓强度大大降低。同样，也不要让其承受拉力（向外

拉），因此，如果将锚栓安装在悬崖面的中间承受直接向外拉的力，则不

应使用钢链。注意：钢链不适用于套管锚栓（由于它是平头的），因此一

般会使用楔块锚栓，这不是最佳选择，但如果钢链是不锈钢则可以。钢链

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在其中穿过绳索，在高线布线时无需使用梅隆锁。但是，

你在高线上看到的钢链很可能是镀锌的，因为成本是安装它们的决定因素。

“1st Chain Supply”提供316不锈钢材质的½〃钢链，但每英尺为14.90美元，

最少10英尺起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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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为什么要这么做？ 

（常见问题） 

● 为什么我的套管锚栓只会旋转而无法拧紧？ 

○ 那是因为孔可能太大了，锚栓及其所有零件都在孔内旋转。需要让

套管锚栓底部的膨胀螺母停止旋转，方法是在拧紧时抵着套管向上拉螺杆，

从而使膨胀螺母产生摩擦。向上拉动挂片就能实现。如果螺杆突出太多，

则在获得一些进展后，将其向后敲打与挂片齐平，然后再拧紧完成安装。 

● 为什么楔块锚栓在我拧紧时会升高却不能拧得更紧？ 

○ 那是因为底部的膨胀片正在旋转，或者底部的楔形块将膨胀片往外

顶了，而不是让其膨胀。膨胀片上通常有两个凸点，以便沿着岩石产生一

些摩擦力，显然它没有产生应该有的动作，但是如果这是你安装的问题，

那么在拧紧时试着拉挂片，但是如果你试图用锤子敲击楔块锚栓，则因为

它已经被拔出一部分了，敲击只会将楔块从膨胀片中敲出来，差不多就得

从头开始安装了。孔的尺寸非常

重要。 

● 为什么锚栓紧贴并能适度拧

紧，但无法拧得非常牢固？ 

○ 如果你确定套管或膨胀片是

膨胀开的，而且是适贴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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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是越来越紧，那么就是因为岩石太糟糕了，它正在膨胀岩石（我以前

在冰岛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 套管锚栓上的那些塑料零件是什么？ 

○ 有时会有塑料制成的隔离套、衬套或压缩环。这些只是分开的零件，

它们不承担任何作用力，但是有助于安装。“Powers”锚栓规格表指出：

“Powers锚栓设计为通过柔性压缩环的作用，将固定装置拉入完全承载力的

基础部件上。当锚栓被拧紧时，如果有必要，压缩环将被压碎，从而将固

定装置紧紧固定在基础部件上。”在某些锚栓的螺母下方也有一个塑料的星

形部件，这有助于解决螺母松散现象，我们都希望避免螺母松散的情况！

保留星形部件，它们会提供帮助。不用担心，它们不是将锚栓固定在岩石

中的零件。 

● 楔块锚栓已经固定好了，但是螺杆比挂片高出一

部分，可以吗？ 

从外观上看，它看上去很糟糕，并且使任何徘徊的

攀岩者都对岩石中还剩下多少锚栓感到疑惑。如果你确

定岩石中还有足够长的锚栓，楔块和膨胀片不是刚好位

于岩石表面之下，那么它是能良好固定的。如果伸出太

多，可能会对人造成伤害，也有意外打开锁扣的风险。

我建议松开螺母将其锤入，然后尝试将锚栓固定在更深

的位置。仅将锚栓的尖端插入孔中并不能使所有人都满

意！ 

第6章现实很糟糕 

这个视频记录了锚栓在高线冲坠期间断裂。安迪·刘易斯（Andy Lewis）
为亚历克斯·梅森（Alex Mason）的红牛日食拍摄架设了高线，不得不使用

一些现有的质量差的锚栓。它们是低劣的镀锌锚栓，腐蚀到足以在大约5 
kN的冲坠时发生断裂，3点锚散力后每颗锚栓承受的最大力约为3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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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购买指南 

在这本书中写下“只要用这一种锚栓”会很好，但实际上不会有完美的

锚栓，因为每种锚栓都有其优缺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希望

让你知道如何购买锚栓，而不是直接告诉你买什么。在网上浏览锚栓时，

请考虑以下事项： 

● 机械锚栓的长度是锚栓的总长度。如果你使用的是4½〃锚栓，则安

装完成后最终只能将其3.75〃插入在岩石中。 

● 有些锚栓通过了EN959:2007认证，或者CE/UIAA认证，或者某些建

筑行业的认证。有些则没有认证。无论哪种情况，都请选择信誉良好的公

司。 

● 不要购买镀锌、浸锌等非不锈钢锚栓。如果你买不起不锈钢，请不

要安装锚栓。PLX不锈钢会更好。 

● 阅读规格表，了解扭矩规格（应该拧紧锚栓的紧固程度）。 

● 确保你的挂片与锚栓使用的是相同的金属材料制成，以免产生电腐

蚀。 

我会将这些公司出售的机械锚栓用于承受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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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tProducts”位于欧洲，而“Team-Tough”是其在北美的分销商。他们

的产品质量很好。他们出售的唯一机械锚栓是楔块锚栓。 
 

 
“Fixe Hardware”品牌的产品有很多，包括“Powers”套管锚栓，但不幸的

是他们居然出售镀锌钢（PS）产品，这他妈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的PLX
产品也在增多。 

产品在西班牙制造，销往美国。 
 

 
“ClimbTech”出售“Powers”套管锚栓、楔块锚栓和可拆卸锚栓。不幸的

是他们也居然出售镀锌钢（PS）“Powers”套管锚栓！？！？总部设在美国。 
 

 
“Vertical Evolution”仅有一种机械锚栓可供选择，有8 mm（太小），10 

mm和12 mm…316不锈钢或镀锌？？？他们重视的大多数都是化学锚栓。

总部设在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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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eam-tough.com/product-category/bolts/mechanical-bo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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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erticalevolution.it/en/prodotto/fix/


 

 
“Climbing Technology”有多种HCR（PLX）和316 L材质的机械锚栓。

总部设在意大利和法国。 
 

 
“Raumer”出售各种尺寸的单膨胀和双膨胀的楔块机械锚栓。总部设在

意大利。 
 

 
“Petzl”出售优质的锚栓，但价格并不便宜。销往世界各地。 
 

 
“Rap Bolting”是“Titan Climbing”公司的美国分销商，他们只出售植筋胶，

总部设在英国，“Rap Bolting”也出售一些楔块机械锚栓。它们也出售不锈钢

材质的“Powers”套管锚栓，但长度很短。适用于花岗岩，不适用于较软的

岩石。他们也出售一些楔块机械锚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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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limbingtechnology.com/en/outdoor-en/anchors/fixed-anchors-and-belay-stations
https://raumerclimbing.com/eng/prodotti_clista.asp?cat=stainless_steel_and_galvanized_bolts_hang_fix&qi=0-2-0
https://www.petzl.com/US/en/Sport/Anchors/COEUR-STAINLESS
https://www.rapbolting.com/product-category/bolts-h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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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Stud”是一款很棒的304不锈钢楔块机械锚栓，每颗约3美元，非

常容易买到，并且配有不锈钢材质的垫圈和螺母。在我们的锚栓破坏剪切

测试中，它们的强度为60 kN，几乎比所有挂片的强度都要高。不适合软岩

石。 
 
 

什么东西不能买？ 

我不相信“Keith Titanium”生产的锚栓可以使用，但是我的强迫症

（OCD）告诉我，如果我想提供完整的锚栓指南，则不可以将其从本书中

删除。在研究锚栓产品时，我曾尝试购买一些他家的锚栓，但我发现据说

他们在美国不销售这些产品。有人购买

的螺母螺纹质量差，导致无法拧紧。他

的网站曾经声称其锚栓已获得了UIAA认

证，UIAA已经了采取行动，在他的网站

已不存在这种信息了。它也没有通过

EN959认证。它的锚栓经第三方检测，不

是其网站上所声称的钛合金，而是纯钛，

不是合金。螺母和锚栓的螺纹似乎都是

切削而成的，而不是轧制的（轧制的更坚固，可以承受疲劳）。膨胀块比

较松软，大部分锚栓在拧紧时会从岩石中拔出较长距离，从而使保留在岩

石中的锚栓长度较短。 

https://amzn.to/2TQRPJy


 

攀岩锚点之书 

“在下降时保持安全很重要” 

耶，你爬到顶了！然后怎么办？你会发现，攀岩锚点是为了顶绳攀登

和放人下降设计的，或者仅仅是为了在去往下一段结组做停留用的。锚点

需要设置冗余，因此至少需要2颗锚栓，但是挂片、钢链、梅隆锁、钢环和

用于下放的装备拥有太多的样式和组合了。 

让我们看一些常见的样式。 

从顶部接近的顶部绳索锚点 

有一条可以让攀岩者到达最高点的豪华步行路

线，能在顶部设置绳索并下放，从而让路线开发者

安装简单的硬件，也就是锚栓。大多数顶绳锚点装

置是两颗锚栓/挂片组合，并假定攀岩者会使用自

己的装备来设置适当的锚点装置。 

要考虑的一些事情：顶绳锚点应在两者之间取

得平衡，既要为攀岩者提供足够的安全性，又要避免离边缘太远给绳索造

成过多的阻力。如果将锚点安装在距离边缘几英尺

远的地方，则安装锚点时的安全性会更高，但是在

这种情况下，由于主锚点延伸到悬崖边缘会使绳索

拖拽成为一个问题，安装锚点又会变得更加困难。

在某些地方，攀岩者可以先拴住巨石或树木作为保

护，再安全地接近锚点。另一种策略是将锚栓安装

在离悬崖边缘更靠后的地方，在锚栓和悬崖之间留

出较大的空间。这种策略需要攀岩者携带更长的锚

点器材，用于越过悬崖边缘建立受力平衡的锚点，

这也给操作人员提供了练习边缘安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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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大多数多绳段攀岩和大岩壁攀岩的锚点中，都只有两颗锚栓，

因为跟攀者将能够卸下领攀者安装的器材。 

下放锚点 

我们都知道，在爬到高处也要能下撤非

常重要。当然，即使你无法步行到达顶绳安

装点，或者更重要的是安装顶绳后无法步行

下撤，你仍然可以设置顶绳，但是如果路线

开发者不希望攀岩者留下自己的装备才能安

全地返回地面，那么就需要安装更永久一些

的硬件。不论是为了多段下降路线或是单段

攀岩路线，还是为了遵守该地区的道德规范，

下放锚点会都有几种不同的样式。 

需要大量的技能和经验，才能使用合适的锚栓开

发令人愉悦的安全路线。幸运的是，在锚栓上安装下

放装备要简单得多，任何对手动工具有基本了解的攀

岩者将来都能维护路线。对于用于下放的硬件装备来

说，主要是考虑它会被绳索磨损。聪明的路线开发者

能确保容易磨损的组件易于更换。一位理想的，一整

天都要进行顶绳攀岩的人会在锚点上使用自己的装备，

而不是直接使用并磨损已安装的永久性硬件，但是预

见到永久性硬件会被大量使用是很好的。 

随着锚栓锈蚀的照片在互联网上四处传播，钛金属制品已变得越来越

流行。但是请注意：在绳索摩擦金属的情况下，不锈钢的使用寿命是钛的

两倍以上。因此，如果你安装受欢迎的下放锚点，除非是在泰国或海洋附

近，否则，使用钢链、钢环和起重钩环能更好地解决绳索磨损问题。只需

确保钢链、钢环和起重钩环是不锈钢材质的，这不仅是为了防止腐蚀，也

是为了不让岩石沾上铁锈，或像镀锌锚点那样在岩石上形成锌条纹。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见“金属之书”这一章。 

—66 — 



 

—67 — 

开放式和封闭式系统对比 

对于封闭式系统来说，攀岩者必须将绳索从身上解开，再穿过下放器

材或下降器，比如钢链、钢环和梅隆锁。在多段下降时这很常见，因为能

使用绳索的末端，很方便。这篇来自AAC的优秀的文章

和视频展示了一种方法，在完成单段攀岩后，在封闭式

系统的锚点上使用该方法安装设备时能降低风险。 

对于开放式下放系统来说，攀岩

者无需解开绳索，即可将绳索装入永

久性硬件中，比如锁扣、起重钩环和

羊角扣。 

虽然这两种系统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开放式下放系

统在单段攀岩运动和人流量大的传统攀岩地区越来越受欢

迎。 

水平和偏置的对比 

将锚栓水平对齐安装非常常见。两颗锚栓或多或

少以相等的高度隔开至少一只手的宽度。如果使用传

统的挂片，则至少需要两个链节来将绳索定向为平行

于岩壁，而不是向岩壁挤压。一些制造商制造了水平

挂片来解决这个问题。注意：如果两个锚点只有间隔

开且平行于岩壁的钢环或梅隆锁，而非一条钢链或下

端可以并在一起的两条钢链，绳索从中抽过的时候会导致

扭曲缠绕。 

偏置锚点仅有一颗锚栓承受拉力，第二颗锚栓作为备

份，以防第一颗锚栓发生故障导致整体崩溃。拉力可以作

用在顶部锚栓上，而底部锚栓作为备份，或者主系统在底

部，并通过某种样式的钢链连接到顶部锚栓。 

即使单颗攀岩锚栓可以轻松承受高达20倍于下降或顶

https://americanalpineclub.org/resources-blog/2016/3/15/5ipkouk0id07cgc3dqks4fljnsgnx6


 

—68 — 

绳攀岩过程中产生的力，但是对锚点装置设置冗余仍然非常重要。在同一

水平面安装锚栓是不必要的，这可以使路线开发者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去安

装锚栓，尤其是在质量可变的岩石中。有时它们相互连接，有时又不是。 

通用组件 

梅隆锁：用作连接器或主要下降点。请确保使用高质量

的梅隆锁，因为并非所有金属都是相同的，固定连接位置的

螺纹会影响强度。轧制螺纹比切削螺纹更坚固。不锈钢梅隆

锁将更耐腐蚀。尺寸很重要！至少⅜〃或8 mm的高品质钢环

才足够坚固，并且其弯曲半径也不会太小，导致纺织品损伤。

专家提示：梅隆锁的锁门要足够宽，才方便挂入其他设备。

猜猜我们是怎么知道这点为啥这么重要的！ 

钢环：一些攀岩制造商提供焊接钢环，专门为下放或

下降锚点而设计。它们通常随挂片一起出售，但可以单独

购买并与梅隆锁连接。与梅隆锁不同的是钢环可以旋转，

因此多个部位都能承担绳索磨损。不要使用铝环，因为它

们更容易磨损且强度较低。 

钢链：钢链用于延长主锚点，用于最大程度地减小绳

索拖曳，钢链也可用于连接其他锚点组件，钢链的最后一个

链环通常用于下放。在安装锚点和拖曳时，钢链还可提供额

外的挂点。长钢链虽然又贵又难买，但它有更多的空间来挂

锁扣。不锈钢钢链是首选，但是钢链通常易于更换，因此也

经常使用其他类型钢材的钢链。其他钢材不好，因为通常会留下锈迹，涂

层溶解时会让岩石变色。钢链的缺点：太打眼了，裁减钢链会造成浪费，

在开发线路时携带起来太重了。设计不用钢链的锚点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带固定孔的锁扣：安装好的装备被人偷走简直太操蛋了，

使用带固定孔的锁扣能让那些人老实一点，你知道你是谁！

有很多种锁扣，可以通过插入一根销钉来固定。也可以购买

有固定孔的锁扣，用梅隆锁将其连接到锚点上，再用植筋胶

将梅隆锁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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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钩环：起重钩环可直接将绳索挂入其中。通常使

用牵引用的滑钩，它的锁门通常很差，

容 易 脱 落 或 者 被 磨 得 很 锋 利 。

“Climbtech”提供了绝佳的选择，它拥

有攀岩式的钢丝门。可以使用梅隆锁

将其连接到锚栓上。 

“Fixe Super Shut”：这种挂钩有

固定孔，可以直接用锚栓固定，并有

带锁门的开口。它们只能与⅜〃的锚

栓配套，并且使用的材料很单薄，在

流行路线上会很快被磨损。 

羊角扣或猪尾巴：这种挂钩既简单又牢固，可以扭曲

成大多数挂片样式或者化学锚栓样式，所以有很多方法将

其作为一个组合的一部分。它们可以用作单个主锚点，在

磨损后甚至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替换，甚至可以成对安装，

从而为你的绳索提供冗余的优美弯曲。 
 

怪物挂钩：这种花式化学锚栓是为单点下放而设

计的。两颗锚栓相邻放置使用，但是会导致绳索扭曲。

将其作为偏置锚点也许会更好。磨损以后更换会很麻

烦，对于初次使用的人来说会不知道怎么用，但是这

个设计非常聪明！ 

 

https://climbtech.com/products/top-anchor-hook/
https://fixehardware.com/index.php/fixe-ss-3-8-super-shut-166-3-8.html


 

“Bonier duPla”：关于“Bonier”花式挂

片的说明。绳索直接穿入挂片来架设高线

的想法我很喜欢，但是对于攀岩锚点来说，

需要安装两个来达到冗余效果，如果你把

它们并排安装在一起，可能会让绳索产生

扭曲！它们磨损后会产生锋利的边缘，会割伤绳索。 

切勿混合使用两种金属！ 
DIY锚点设置 

“V”形设置的底部可以安装很多类型的东西。常见

的是钢环，羊角扣可以直接穿入绳索，也可以安装起

重钩环。 

最佳用途：延长主锚点越过边缘，或者制作平衡

锚点并在一起（用于下放的平衡锚栓不是关键）。缺

点：昂贵，太打眼了，必须携带各种长度的安装器材，

如果频繁下放，钢链容易磨损，这种锚点方式效率最

低。 
 

 

法式开放系统——顶部的羊角扣承担绳索重量，下

部锁扣用于备份。 

最佳用途：单段攀爬，易于维护，这是冗余度最佳

的最安全的垂直开放系统之一。 

缺点：不常见，让备用锁扣对齐成一条线可能很棘

手，因此没有打开风险。 
 

法式封闭系统——顶部的梅隆锁或钢环承担绳索重量，绳索穿过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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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onier.com.br/dupla


 

设备进行备份。这是冗余度最佳的最安全的垂直封闭系统之

一。 

最佳用途：多段下降，单段攀岩。 

缺点：在封闭系统中安装绳索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 
 
 

垂直羊角扣备份 

最佳用途：单段攀岩，简单而且是开放式的。 

缺点：主锚点仅部分冗余，钢链太打眼了。 
 
 
 

双起重钩环 

最佳用途：频繁下放。 

缺点：起重钩环不是不锈钢的，除了“Climb Tech”
的钩环之外，大多数起重钩环的锁门都不好。 

 

钢链连接羊角扣 

最佳用途：最适合已水平安装好的锚栓。 

缺点：太打眼了，主锚点并未设置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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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来自“Matthew Markell”，对某些锚点类型进行了很好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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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untainproject.com/forum/topic/116116739/photos-of-beautiful-hardware?page=18&ForumMessage-118268598


 

预制锚点系统 

“Fixe”锚点（部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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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ixehardware.com/index.php/fixe/climbing-hardware/anchors.html


 

“Titan”锚点的美国分销商 

 
 
 
 

“Bolt Product”锚点的美国分销商（部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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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itanclimbing.com/
https://www.rapbolting.com/product-category/titanium/
http://www.bolt-products.com/ProtectionBolts.htm
https://team-tough.com/product-category/bolts/mechanical-bolts/


 

“Vertical Evolution”锚点（部分列表） 

 

 
 
 
 
 
 

“Raumer Climbing”锚点（部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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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erticalevolution.it/en/categoria-prodotto/climbing/
https://raumerclimbing.com/eng/prodotti_clista.asp?cat=stainless_steel_lower-off_anchor_sets-rings_and_chains&qi=0-9-0


 

化学锚栓之书 

“有些能轻松插入，有些要用力才能插入，但两

种都是粘乎乎的一团糟。” 
 

化学锚栓在很多方面都比较好，但安装起来比较麻

烦。它们更坚固更耐用，使用更方便（不需要再安装），

因为很多化学锚栓不需要使用挂片。孔里永远不会进水，

因此如果锚栓有腐蚀，一定是发生在你能看到和检查的

部位上。但是，孔必须清理得非常干净，植筋胶必须正

确混合并填满整个孔，并且不能弄得到处都是。另外，

安装好之后就无法调节了，因此必须一次性安装正确。

它们的寿命很长很长，并且可能是安装锚栓的最佳方式，

尤其是在软岩或层状岩石中，下面让我们仔细了解一下

所需内容，以便像专家一样操作。 

第1章锚栓类型 

我想你可以在孔中植筋任何东西，但是如果你要安装化学锚栓，我假

定你会长远考虑并且正确进行安装。不建议使用有活动部件的机械锚栓来

植筋，如上一节所述。植筋胶不会粘住正确的部件，例如会粘住套筒而不

是螺杆，并且机械部件被植筋胶粘住后就无法自由地做它们应该做的事情。

任何正确安装的机械锚栓都将紧紧地固定在孔中，留不下足够的空间来容

纳足量的植筋胶，会将植筋胶全部推出。有专门用于植筋的化学锚栓，让

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吧。 

“U”形锚栓 

也称为订书钉锚栓，它们几乎从未用于架设高线，需要钻两个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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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会对岩石有两倍的破坏。请注意：两根螺杆很少会平均分担载荷，因此

其强度不一定会是两倍。如果一根锚栓断裂，整个锚点

都会崩溃，你也就完蛋了。并且，当钻的两个孔靠得太

近时，可能会削弱岩石的强度。这种锚栓的优点是，沿

垂直于岩壁方向拉出时，测试结果显示它们比“P”形锚

栓更坚固。如果有向周围牵拉的动作，它的一个侧边会

有将锁门打开的风险，这可能是它们不用于攀岩的主要

原因，而常用于硬件固定的飞拉达线路。不要从五金店

购买任何“U”形锚栓！如果一定要使用，请购买“Titan”
公司的钛制化学锚栓，它们非常耐腐蚀，额定值为15 
kN，MBS额定值为30 kN，实际上破断拉力通常会超过

50 kN。 

实心腿化学锚栓 

攀岩用化学锚栓通常在顶部有孔眼，因此不需要挂片。它

们非常好用，因为静力绳索可以直接穿过孔眼，无需使用梅隆

锁。单杆或实心腿锚栓的螺杆上有螺纹或凹槽，以便植筋胶能

抓住锚栓。这很重要，因为环氧植

筋胶粘不住不锈钢，但是我们又需

要不锈钢的长寿命。实心腿锚栓有

焊接的，也有锻造的。焊接的不太

理想，尤其是用在可能产生应力腐蚀开裂（SCC）的环境中，

它们的焊接一致性也不太好。在锚栓破坏测试中，

我们发现“Fixe”的焊接化学锚栓的一致性很好，

但“Crux Monster”锚栓的一致性却不好……都超

级好，但仍然遍及整个测试图表。 

“P”形或连续杆形化学锚栓 

还有连续杆形化学锚栓，除了它是“P”形外，它类似于“U”形锚栓，它

http://www.titanclimbing.com/Titan%20Climbing%20products%20-%20Titanium%20staple%20U%20bolts.html


 

只需要一个孔即可安装，就如“Titan Eterna”锚栓，防弹的扭绞锚栓和腿形

锚栓，以及流行的波形锚栓。安装波形锚栓需要大量的敲击，因为它像膨

胀锚栓一样紧密固定在孔中，而“Titan Eterna”锚栓和“Bolt-Product”的扭绞

锚栓和腿形锚栓需要一些锤击，因

为靠近孔眼的位置

宽一些，安装时较

紧。这样设计的原

因是，当将其安装

在垂直或悬垂的岩

石中时，在植筋胶硬化之前锚栓不会掉出来。钛锚栓的使

用寿命比人的寿命更长，因为它们比316不锈钢甚至高档双

相钢具有更高的耐腐蚀性，当然在正常情况下也是很好的。

我们很幸运可以买到钛制的化学锚栓，因为钛作为机械锚

栓制造起来仍然有点贵。316不锈钢扭绞腿锚栓的强度高达

79 kN，在锚栓破坏测试中很难拉断。植筋胶紧密地包裹住

锚栓腿的凹槽或弯曲/扭曲部分，牢牢地固定住锚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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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itanclimbing.com/Titan%20Climbing%20products%20-%20Eterna%20Titanium%20glue%20in%20bolt.htmlhttp:/www.titanclimbing.com/Titan%20Climbing%20products%20-%20Eterna%20Titanium%20glue%20in%20bolt.html
http://www.bolt-products.com/ProtectionBolts.htm
http://wavebolt.com/


 

螺纹杆 

从字面上看，这是一个½〃的螺纹

杆，粘在一个孔中。就像所有东西一样，

过犹不及。使用不锈钢（SS：Stainless 
Steel）也很重要，不要切掉裸露在外的

锚栓头部，以确保有非常好的螺纹来拧

紧螺母。切割裸露的锚栓头部还可能将

铁屑嵌入不锈钢中，这会引起腐蚀，但

是如果将切割端插入到孔的底部被植筋

胶包裹住，那就很好了。许多人将螺杆

的底部切成一定角度，这样有助于防止

扭曲固化了的植筋胶中的锚栓的风险

（例如，螺母卡在螺纹上，你用很大的

力试图将其卸下）。“为什么要切呢？”
你可以问，因为你可以购买12〃长的螺杆，将其切成两段，就有两根螺杆

了。螺纹杆可以适配挂片，挂片可以卸下或转动，从而同一锚栓可以用于

多条高线。在敏感区域，你可以在一块手掌大小的石头上钻一个孔，用植

筋胶将螺母粘在孔中，然后将石头拧紧在螺杆上，能将螺杆隐藏起来。螺

纹杆的风险是螺纹可能会损坏，特别是如果经常卸下挂片，最后只剩下无

用的短而粗的螺杆伸出在岩石外。螺纹杆并不能为

你节省金钱，因为你需要购买不锈钢的螺母、垫圈

和挂片来匹配它。这些无法去除的螺纹杆，可以用

植筋胶粘住它，在岩壁上制作成攀岩的小手点。用

植筋胶将螺纹杆完全埋起来，再在植筋胶上洒上沙

子，你就会得到坚固的小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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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植筋胶购买指南 

 
BoltProducts 

● 实心脚锚栓的尺寸有：8 mm、10 
mm和12 mm。大的12 mm锚栓具有较粗

的杆，这意味着绳索的弯曲半径更大更

好。高线架设者们经常将绳索直接穿过

化学锚栓。锚栓的尺寸是所需孔的尺寸。

材料有304不锈钢和316不锈钢两种。在锚栓破坏测试中，焊接部位会断裂，

但强度足够大，我建议使用。 

● 扭曲腿系列是一种连续的杆，扭曲的

形状能允许植筋胶固定锚栓，并允许缝隙中

容纳更多的植筋胶。 

波形锚栓非常相似，使用

的是6 mm杆制作，需要12 mm
或½〃的孔。使用8 mm的杆制作则需要16 mm或⅝〃的孔，

在锚栓破坏测试中很难拉坏它们。这些也有304不锈钢和316
不锈钢两种材料。还有一个8 mm的大眼孔版本。 

● 在美国的分销商是“Team Tough”，但提供的产品种类

有限。如果你联系他们，他们可以提供你所需的一切。 

● 一般认为：吉姆·蒂特（Jim Titt）制作的锚栓表现出色。

他的网站可能是90年代建立的，很少更新，但是本书中很多

信息都来自于他的网站。他们来自德国。吉姆在锚栓社区非

常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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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olt-products.com/ProtectionBolts.htm
https://team-tough.com/product-category/bolts/mechanical-bo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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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an Eterna 

● 马丁·罗伯茨（Martin Roberts）是钛金属领域的专家，

他制造了第一批经过认证的攀岩专用锚栓。螺杆是连续的，

没有焊缝，非常适合在海洋附近等腐蚀性环境中使用。它

们自然比不锈钢贵，但如果你考虑到它们可以使用200年，

则不算贵。在我们的锚栓破坏测试中，它们表现出色。他还出售钛制的“U”
形锚栓和其他用于锚点的钛制梅隆

锁和钢环。“Titan”来自英国，“Rap 
Bolting”是他们在美国的分销商。马

丁在这个锚栓破坏测试项目中提供

了很多帮助。  
 

              
 
 

http://www.titanclimbing.com/Titan%20Climbing%20products%20-%20Eterna%20Titanium%20glue%20in%20bolt.htmlhttp:/www.titanclimbing.com/Titan%20Climbing%20products%20-%20Eterna%20Titanium%20glue%20in%20bolt.html
https://www.rapbolting.com/product-category/titanium/
https://www.rapbolting.com/product-category/titanium/
https://www.rapbolting.com/product-category/tita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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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锚栓 

● 它们赢得了最流行奖，足够强大，但是我并

不喜欢它们。安装时需要特殊的工具，才能实现在

锤击的同时产生旋转，当锚栓被很好且牢固地锤入

孔中以后，在锤击时会产

生侧向力。这个工具有两

个功能，一是防止碳钢锤

子在不锈钢锚栓上留下铁

屑，二是使敲击作用在锚

栓孔眼的底部，其力度比

在顶部敲击要大得多。钻

出一个比他们建议的大一些的孔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我不建议将绳索直

接穿过它们，因为弯曲半径不是很大，会降低绳索的强度。在绳索断裂之

前，它们先拉断了我们所有的软卸扣！  有些人认为，

与岩石孔配合紧密意味着它们是牢不可破（防弹）的，

而植筋胶只是增加了强度。在没有植筋胶的情况下，

我们使用1.5—2.0 kN的拉力能将其直接拉出，在19—
27 kN的拉力能将其拉出（译者没看懂，可能这个值

是剪切力值）。印象令人相当深刻，但是请确保植筋

胶能正常工作，因为我们使用“AC100”植筋胶

时，在40 kN时尚未将其拉坏。 

● 也是由“ClimbTech”和“Rap Bolting”出售。 
 
 

http://wavebolt.com/
https://climbtech.com/products/wave-bolt-glue-in/
https://www.rapbolting.com/store/wave-bolt/


 

 
Fixe Hardware 

●“Fixe”在西班牙生产大量的产品，并在美国销售。

他们所有的高质量产品似乎都是用

PLX/Duplex/HCR钢制造的，而不是316
不锈钢。他们有一款没有名字的植筋

胶，我们一直称其为“bell shaped”，其

MBS为35 kN，在锚栓破坏测试中得到

了很好的成绩（破坏拉力从45 kN到63 
kN）。它有焊缝，但我们会在岩石上

开槽，将焊接部位埋在植筋胶里面。

它的弯曲半径非常棒，可直接穿入绳

索用于架设高线。在撰写本书时，他

们只有10 mm锚栓，需要12 mm的孔。

他们曾经生产了一款超级傻超级长的

锚栓，但我认为他们不再出售了。事实上，他们不卖用于烂石头的长款化

学锚栓。 

● 他们最新、最强大的化学锚栓是“Hely PLX”，形状类似巫师的手杖，

植筋胶能很好地粘住它，而且是锻造的而非焊接的。 

这款锚栓仅需10 mm的孔，但也可以允许绳索直接穿过。锚栓的眼孔

在28 kN时从轴上断裂，此值正好是它的最小断裂负荷值。这似乎很棒，但

我希望他们继续制造其他的锚栓！ 

● 该公司对其PLX产品进行了召回（请参阅金属部分），但已解决了这

些问题。他们做的锚栓棒极了，并且有我们最喜欢的PLX挂片，是为数不

多的销售“Powers”套管锚栓的零售商之一。他们确实销售镀锌钢产品，但

未指定仅用于室内使用。他们也经常缺货，并且在他们的网站上有不一致

的地方。总体而言，我喜欢他们的产品，包括植筋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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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zl 

● 这些东西会让你破产。他们建议的植筋胶是最差的，

却配合最昂贵的化学锚栓使用，太讽刺了。他们的标称值非

常低，但是我认为他们非常保守。每个的价格分别为16美元

和27美元，你得到的是316不锈钢材质的产品，但这个价格

应该能买到双相钛合金产品（真是个金属笑话！） 

●“Bat’inox”是14 mm的大家伙，需要16 mm孔。 

●“Collinox”是10 mm的小家伙，需要12 mm的孔。 

● 31.7 kN这个断裂测试视频很糟糕，值为31.7 kN（使用植筋胶囊安

装）。从植筋胶里拔出来了。我想我们会使用环氧树脂安装，再对它们进

行一些有趣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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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etzl.com/US/en/Sport/Anchors/COEUR-STAINLESS
https://www.petzl.com/US/en/Sport/Anchors/BAT-INO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dyeldB2y1I


 

 
螺纹杆 

● 316不锈钢，½〃螺杆，理想情况下配合14 
mm孔（⅝〃也可以使用，但会消耗更多的植筋胶）

并切成5〃—10〃长，成本为8.10美元，你可以将

其切成两半，不锈钢螺母和垫圈的价格为1美元，能在同一个网站上购买。

所以会花费6美元加上3.35美元的“Fixe”挂片，因为不锈钢锚栓需要配合不

锈钢挂片使用。 

●***不要购买美国家得宝公司的未定级的螺纹杆。购买定级的螺纹杆，

并且是两倍于所需的长度，这样就可以让工厂加工的那端暴露在外面，将

切割的那端插入植筋胶孔中。切割轮会将微粒嵌入不锈钢金属中，导致生

锈。 
 

 
Vertical Evolution 

●“Vertical Evolution”总部位于意大利的，生产有3种不

同设计的化学锚栓，分别称为“箭头”“箭头化学锚栓”和“环
形化学锚栓”。你得向他们索要价目表，几天才会得到回

复……他们没有可以直接订货和结帐的网站。  他们有很多

飞拉达产品，并且有各种各样的锚栓适合不同的锚点设置。

以下是他们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的零售价，不含增值税或

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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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stoolnow.com/atr1-2x10ss316.html
https://www.fastoolnow.com/atr1-2x10ss316.html
https://fixehardware.com/index.php/fixe-plx-duplex-ss-1-2-bolt-hanger.html
http://verticalevolution.it/en/categoria-prodotto/climbing/


 

●“箭头”是连续的“P”形杆，尺寸有10 mm，12 mm和14 mm。它说“箭
头”是不锈钢材质的，但他家的其他所有产品都说是316L，而且在给我的报

价表上说是316L。不锈钢版本的零售价从7.90欧元到15.20欧元不等。 

●“箭头化学锚栓”是“Petzl”实心腿锚栓的焊接版本，材质为316不锈钢，

尺寸有8 mm，10 mm和12 mm。8 mm和10 mm尺寸的有弯曲版本，我不确

定这是为什么？价格从从4.60欧元至8.40欧元不等。 

“环形化学锚栓”就是他家的实心腿“P”型锚栓，但向后焊接到“Bolt-
Product”锚栓上，因此我很好奇，想要在锚栓破坏测试中测试一下。尺寸有

8 mm，10 mm和12 mm，价格从3.60欧元至6.50欧元不等。 

● 他们有用于绳索的开放式化学锚栓，参见攀岩锚点页面以获取更多

信息。 

● 他们还提供钛材料制作的“箭头”和“新箭头”化学锚栓，尺寸有10 mm，

12 mm和14 mm（最长150 mm！）。我不知道为什么“新箭头”的形状如此

奇特，价格从13.80欧元至27.60欧元不等！ 

 
 

 
Raumer 

●“Raumer”公司总部位于意大利，

他家有大量的产品库存。他们从这个

站点批发产品，因此购买锚栓可能是

一个挑战。他们确实也有零售价目表，

我想你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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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erticalevolution.it/en/categoria-prodotto/titanium/
https://raumerclimbing.com/eng/prodotti_clista.asp?cat=stainless_steel_and_galvanized_bolts_hang_fix&qi=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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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查看他们的“分销商”列表，你会发现一半的链接不能用，

并且大多数分销商都没有销售大多数产品。经过大量点击

后，我发现的第一个可用的是“Expe”。美国或加拿大的没

有分销商。但是，他家有独特的化学锚栓,符合EN 959:2018
和UNI 11578:2015/A标准。以下所有产品

均为316不锈钢。 

● 他们的实心腿“P”形锚栓像“Vertical Evolution”的锚

栓一样“向后”焊接，尺寸有8 mm（Antrax），10 mm
（Superstar）和12 mm（Masterfix）。8 mm短款的价格为

4.49欧元，12 mm的最长款为9.35欧元。 

●“Radius”是“Petzl batinox”的焊接版本，但它是10 
mm粗的。 

● 它的外形像

个有趣的钉书钉，

叫做 “Fork”，有 10 
mm粗，有3种不同

的长度，每种价格

从3.74欧元到4.19欧
元不等，但网站说

它是专门用于探洞的。 
 

 
Climbing Technology 

●“CT”来自意大利

和法国， CT生产有 12 
mm的HCR化学锚栓，

https://www.expe.fr/fr/activites/escalade.html?expe_manufacturer_id=268
https://www.climbingtechnology.com/en/outdoor-en/anchors


 

额定值为35 kN，孔的直径为14 mm，符合EN 959:2007标准。 

● 他们也采用316不锈钢材料制造相同的锚栓。 

● 他们还采用304不锈钢材料制造更大尺寸的锚栓，孔的直径为16 mm，

额定值为50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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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筋胶之书 

“一旦喷出来，一切都变得粘乎乎的。” 

第1章植筋胶 

不同的植筋胶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尽相同：颜色、化学成分、干燥时间、

固化时间、使用寿命、胶囊/胶管样式、耐极端温度和成本等等。我已经架

好了高线，或者我应该说“我已经尝试架好了高线”，化学锚栓（其他人安

装的）是安装在在一堆粘胶中，它可能没有正

确混合，因此可能没有硬化。在一个看起来已

经固化，实际上却只是“部分固化”的锚栓上，

如果有人安装了锚点，产生了冲坠并将锚栓拔

出来了，怎么办？攀岩者曾多次发生过这种情

况，导致有些人产生犹豫并想设定新标准。因

此，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了解植筋胶实现最佳

键合所涉及的化学过程。 

颜色 

颜色只是制造商的选

择。我喜欢“Hilti 500 V3”
的出色品质，但是它是红

色的，非常红的颜色对大

自然不太友好。 

但是，随着长时间的

紫外线照射，它会变成暗

褐色。其他植筋胶为灰色

和棕色，或介于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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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你选择植筋胶的决定因素。 

化学成分 

使植筋胶像岩石一样坚硬的化学物质

是树脂和硬化剂。树脂基属于以下类别之

一：环氧树脂、环氧丙烯酸酯、乙烯基酯

和聚酯。环氧树脂的粘结力是聚酯的4倍，

强度更高，不像聚酯那样多孔，因此使用

寿命更长。环氧树脂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

固化，但与水泥一样，如果干燥过程缓慢

则固化后更坚硬。环氧树脂的流淌性更好，

但如果是负角度岩壁，则可能不适用。 

聚酯的使用寿命不长而且强度较低，

但它们固化得很快，而且价格便宜，无法用于安装永久性锚点来保证你和

他人的生命。乙烯基酯（如“AC-100”）和环氧丙烯酸酯在强度、固化温度

和固化时间以及成本之间取得了折衷。它不像液体塑料，更像水泥浆，因

此在陡峭的岩石孔中不会滴漏出来。对于许多锚栓来说，它已经足够好了，

但是不如环氧树脂好。 

干燥时间 

安装锚栓的过程需要耗费一些时间，植筋胶要有足够长的干燥时间和

固化时间。触动锚栓会导致化学成分键合失效，拉扯半固化的锚栓可能会

严重损坏粘结。环氧树脂需要6个小时才能固化，因此你有约30分钟时间来

安装锚栓；而乙烯基酯需要20分钟才能固化，因此你大约只有一到两分钟

时间来安装锚栓。 

固化时间 

知道植筋胶的固化时间非常重要！请勿使用看起来“已经固化”的锚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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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规范，以免致死。固化时间与温度

密切相关。天气越冷，固化的时间就越

长。 

湿孔 

关于湿孔有很多笑话，但我会忍住，

哈哈。安装植筋胶时，如果孔是湿的也

没有问题，但是通常需要两倍的时间才

能固化。 

寿命 

寿命或保质期取决于存储方式，如“Liquid Roc 300”（聚酯）的保质期

可短至9个月至18个月，而大多数环氧树脂的保质期可以长达24个月。我们

在锚栓破坏测试中使用了过期的“Hilti 500 V3”植筋胶，并取得了不错的测

试结果，它的固化速度倾向于变慢，但是在支撑人们生命的锚栓上使用超

出制造商规格的植筋胶并不是一件好事。 

胶囊式 

这些看起来像大药丸，并会粘住

你的屁股，我觉得你还想拉屎，所以

不会把它塞进你的屁股里，哈哈。胶

囊使用起来更方便，因为只需要将胶囊放在锚栓孔中，再将锚栓锤进去，

但是，这种操作比使用胶管式植筋胶更容易犯错。它们有锤击式和螺旋式

两种，在使用它们之前，请阅读以下安装部分，非常重要！ 

胶管式 

枪管式或弹药筒式植筋胶可以是单管式的，适合大多数标准胶枪（如



 

果胶枪的活塞不合适就会破坏行程，需要先检查！），也可以是双管式的，

需要特殊的胶枪（分配器）。如果你喜欢的话，还能买到电池供电的胶枪。 
 

温度范围 

固化时间实际上取决于

温度。例如：某些环氧树脂

（如“Simpson XP”）在至少

50 ℉（10 ℃）的温度下需要

3天才能固化，这在山区可

能是不现实的，但是其他某

些环氧树脂在14 ℉（-10 ℃）

的温度下半天之内就可以固

化。 

并且，你是否知道某些

植筋胶在固化后再经历极端

高温甚至会损失强度？如果某个区域像沙漠一样很热，可能会大大降低某

些植筋胶的强度。实际上，从理论上讲，一种去除植筋胶的技巧是使用热

风枪。但是，由于质量太强了，优质环氧树脂的75%的强度真的值得担心

吗？你打算让其在110℉（43.3℃）时承受冲坠吗？众所周知，野火会破坏

整个岩壁上的植筋胶。 

施工时间也很敏感。如果在炎热的天气中安装，请不要将胶筒暴露在

阳光下！这可能会缩短可施工时间，或者让植筋胶的流动性变得太强。太

冷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在冬天将“Liquid Rock 500”带到沙漠里进行了大量的

测试，我们无法从胶管中挤出植筋胶！在32 ℉（0 ℃）时，内部几乎冻结了，

但我们的备用“Hilti”植筋胶效果却很好。了解你的施工区域，了解你的植筋

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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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 

环氧树脂的固化速度较慢，这

是它更强的原因之一，比聚酯强得

多。乙烯基酯和环氧丙烯酸酯的强

度介于两者之间，但环氧树脂的强

度始终要高于它们。 

附着力 

没有什么能很好地粘在不锈钢或钛上。在我们所有的锚栓破坏测试中，

那些被拉出的而不是断裂的锚栓上面都没有粘上植筋胶。这就是为什么化

学锚栓都有扭曲、凹口或螺纹，植筋胶围绕它们，从而使化学锚栓具有机

械紧固力。有时侯，对金属进行粗加工有助于植筋胶粘附，但形状很重要。 

费用 

费用通常是锚栓安装者经常考虑的因素。购买植筋胶花费大约60美元，

然后再花费163美元购买专用分配器（如“Hilti”分配器），安装人员可能会

很心疼，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做得对，安装的锚栓可能会持续100年呢！或

者，你也可以购买一些不锈钢楔块锚栓，每颗约1美元，另加一个约2美元

的挂片，而这不需要比钻头花费多得多。但是，如果费用会左右的决策，

你真的打算安装数百人会冒生命危险的锚点吗？在“ebay”网购买分配器，

请每个喜欢该路线或高线的伙伴筹集20美元，完成工作后你会自豪的。 

第2章植筋胶购买指南 

小建议：如果你想要质量非常好的环氧树脂，建议购买“Hilti 500 V3”，
它对温度不敏感，自然也不便宜。如果你想要非常好用的乙烯基酯，建议

购买“AC100+Gold”，好使用且性价比高。 
● Hilti 500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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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ilti.com/anchor-systems/injectable-adhesive-anchors/2123401


 

○ 环氧树脂 

○ 颜色：红 

○ 技术资料 

○ 2年保质期 

○ 仅以11.1盎司双瓶装提供，每支

50.00美元。 

○ 需要专用分配器，手动或电池驱动（请先看看“ebay”有没有卖的！）。 

○ 可以在23 ℉至110 ℉（-5 ℃至43 ℃）的温度下安装，有大量的施工时

间。 

○ 23℉（-5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7天。 

○ 72℉（22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6.5小时。 

○ 105℉（41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4小时。 

○ 评价：这是你可以买到的最好的东西。作为环氧树脂，它的固化速

度非常快，并且可以承受极端温度。但是，它的颜色很红，也很昂贵。 
● Hilti-RE 100 

○ 环氧树脂 

○ 颜色：紫色 

○ 技术资料 

○ 2年保质期 

○ 有11.2盎司的双筒装，每个售价19.25美元（以及16.9盎司和47.3盎司

装）。 

○需要专用分配器，手动或电池驱动。 

○ 在41 ℉至104 ℉（5 ℃至40 ℃）均可安装。 

○ 41℉（5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3天。 

○ 68℉（20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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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ilti.com/medias/sys_master/documents/h30/9233451450398/Technical_information_ASSET_DOC_LOC_59461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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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mazon.com/HDE-500-A18-Cordless-Adhesive-Dispenser/dp/B014JZPRHC


 

○ 104℉（40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4小时。 

○ 评价：这是喜利得出售的更便宜的环氧树脂。它的温度范围很差，

需要更长的时间固化，强度约为500 V3的一半，但它仍然是固体环氧树脂。

在这个价格范围内有更好的环氧树脂。 
 ● Hilti HIT-ICE 

○ 环氧树脂 

○ 颜色：未知 

○ 10.14盎司，价格为66.99美元 

○ 技术资料 

○ 在-10 ℉至110 ℉（-23 ℃至43 ℃）均可安装。 

○ 155℉时强度为64% 。 

○ -10 ℉（-23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3天。 

○ 40℉（4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1.5小时。 

○ 70℉（21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45分钟。 

○ 60℉温度下，凝胶时间仅为5分钟，90 ℉温度下仅1分钟。 

○ 在4000 psi的混凝土中，使用⅜〃螺杆嵌入½〃的孔中4.5〃长度。 

■= 5,780 lbf 拉力 

■= 12,445 lbf 剪力 

○ 评价：它的价格不会让你流血，因为你只会在寒冷的地

方使用它，你的血液流出来之前就会冻结。对于在寒冷地区使

用，它是一个昂贵的选择。强度是“Hilti V3 500”的一半，但仍

然足够坚固，因为它是本指南中唯一能达到-10 ℉的植筋胶。 
● Simpson SET-XP 

○ 环氧树脂 

○ 颜色：灰色/深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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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ilti.com/c/CLS_FASTENER_7135/CLS_INJECTABLE_ADHESIVE_ANCHORS_7135/r2641%23nav%2F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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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ilti.com/medias/sys_master/documents/h41/hac/9317047664670/Technical-information-ASSET-DOC-LOC-1543397.pdf
https://www.strongtie.com/epoxyanchoringadhesives_adhesives/set-xp_adhesive/p/set-xp


 

○ 8.5盎司售价24.98美元或23.69美元 

○ 技术资料 

○ 8.5盎司的使用普通胶枪分配器，而22盎司和56盎司的需要专用胶枪

（分配器） 

○ 在70 ℉至110 ℉（21 ℃至43 ℃）均可安装。 

○ 135℉时强度为67% 。 

○ 2年保质期 

○ 施工时间很长 

○ 可以在水下的孔中施工。 

○ 50℉（10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3天。 

○ 70℉（21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24小时。 

○ 评价：这是很好的环氧树脂。它的固化速度非常慢，温度范围很差。

它的有效期很长，但是你需要在使用它之前，在伊甸园一样的环境下放置

几天。 
 ● Simpson AT-XP 

○ 丙烯酸 

○ 颜色：灰色/深青色 

○ 9.4盎司，价格为15.92美元 

○ 技术手册 

○ 30盎司装的需要专用分配器，而9.4盎司的则不需要。 

○ 在0 ℉至100 ℉（-18 ℃至38 ℃）均可安装。 

○ 150℉时强度为76% 。 

○ 0℉（-18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24小时，低温安装说

明。 

○ 68℉（20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1小时（4分钟内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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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饱和的情况下需要两倍的固化时间。 

○ 评价：“Simpson”的丙烯酸版。低温，干燥速度比聚酯快一点，比环

氧树脂慢一点。“Hitli Ice”的适用温度更低，但价格却高出4倍以上。 
● Dewalt AC100+ Gold 

○ 乙烯基酯树脂 

○ 颜色：灰色 

○ 产品页面 

○ 10盎司的价格为15.00—20.00美元 

○ 有10盎司的单管版本和28盎司的双管版本。 

○ 在14 ℉至104 ℉（-10 ℃至40 ℃）均可安装。 

○ 105℉（41 ℃）时强度为85% 。 

○ 保质期18个月。 

○ 曾经很强大，现在已经没落了。 

○ 14℉（-10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24小时。 

○ 68℉（20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45分钟。 

○ 104℉（40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15分钟。 

○ 评价：这似乎是攀岩者的首选，可能是因为它可以在15分钟内固化，

防滴漏且价格合理。最好快速安装，因为你的施工时间只有一两分钟。使

用这款植筋胶可能不会导致死亡，但是环氧树脂能提供更好更长期的效果。

它对保质期和储存温度非常敏感。但是，它赢得了“物有所值”奖。它对寒

冷的地区很友好，当天气太冷而无法攀爬时，适合使用它来安装锚栓。 
● Liquid Roc 700 

○ 丙烯酸 

○ 颜色：灰色 

○ 从产品页面下载技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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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质期18个月。 

○ 10盎司的价格为32美元，也有28盎司的。 

○ 14℉（-10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15小时。 

○ 59℉（15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1小时。 

○ 86℉（30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20分钟。 

○ 在4000 psi的混凝土中，使用½〃杆嵌入9/16〃的孔中4.5〃长度，拥

有工作负荷上限： 

■= 5,780 lbf 拉力 

■= 10,720 lbf 剪力 

○ 评价：这是在严寒条件下性能最好的植筋胶。有点贵，但很结实，

干得很快。如果我要在14 ℉（-10 ℃）环境下安装植筋胶，那我只会使用

“Powers AC100 + Gold”。如果你需要能在更低温度下使用的植筋胶，非

“Hilti Ice”莫属。 
● Liquid Roc 500 

○ 胺基环氧 

○ 颜色：灰色 

○ 从产品页面下载技术表。 

○ 保质期24个月。 

○ 长期荷载 

○ 8.5盎司价格为19.86美元 

○ 80℉（26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6小时。 

○ 60℉（15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24小时。 

○ 请勿在低于40 ℉（4 ℃）的温度下使用，真的。我在犹他州的摩押

（Moab）的砂岩做测试时被骗了，它不能从胶管喷嘴里流出来。 

○ 在4000 psi的混凝土中，使用⅜〃螺杆嵌入½〃的孔中4.5〃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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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0 lbf 拉力 

■= 5,810 lbf 剪力 

○ 评价：与室外使用的“Hilti 500 V3”差不多的环氧树脂。它不会在

40 ℉以下固化，但价格不到其一半。它也比“Set XP”便宜20%，并且干燥速

度是它的两倍。它还适合标准的单筒胶枪（分配器）。在很冷的环境时很

糟糕！ 
● Liquid Roc 300 

○ 它是一种聚酯树脂基料 

○ 保质期9个月。 

○ 短期荷载 

○ 28盎司的双胶筒约25美元，没有单筒款。 

○ 80℉温度下，固化时间为30分钟。 

○ 60℉温度下，固化时间为1小时。 

○ 28℉温度下，固化时间为4小时。 

○ 评价：别小气了，不要用聚酯！ 
● GEBOFIX EPO PLUS RE 

○ “Raumer”和“Titan Climbing”均在出售，售

价约22欧元。 

○ 技术规格 

○ 颜色：灰色 

○ “Titan”公司说，这与“Hilti 500 V3”相当，

不是指在施工温度和施工时间上，但可能是指固

化后的效果。实际上更像是“Simpson Set XP”。 

○ 储存24个月 

○ 储存温度5 ℃至35 ℃ 

○ 50℉或10 ℃温度下，施工时间为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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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或40 ℃温度下，施工时间为5分钟。 

○ 50℉或10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3天。 

○ 104℉或40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4小时。 

○ 需要特殊的分配器，也可以在网站上找到： 
● Bolt-Products Epoxy Acrylate 

○ 环氧丙烯酸酯 

○ 网站上的零规格产品（没有规格）。 

○ 400 ml（13.5盎司），售价为15,60欧元。 

○ 可在网站上找到分配器。 

○ 评价：网站上说这是长寿命和价格之间的健康平衡。但是它们没有

任何规格，在安装任何类型的植筋胶之前，你应该真正了解这些规格。

“BoltProducts”出售一些世界上最强壮的锚栓，但不出售环氧树脂？？？ 
 ● GEBO Super Hybrid 

○ 由“Raumer”出售，售价约12欧元。 

○ 技术规格 

○ 我不认为这是环氧树脂，但他们经常表明“已获认证” 

○ 这是植筋胶的“健康”版本，但我仍然不建议你吃它 

○ 储存18个月 

○ -5 ℃或23 ℉温度下，施工时间为20分钟，固化时间为12
小时。 

○ 35℃或95 ℉温度下，施工时间为3分钟，固化时间为20
分钟。 

○ 根据温度和时间，这听起来像是欧洲版的“AC100”，其

零售价清单用的是乙烯基酯。 

胶囊：如果没有测试旋入方式，我不能推荐其中任何一个。很多产品

在安装时均不应该手动旋入，而应该将锚栓安装在电锤上旋转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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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umer”有一款适配器，你可以用机械方式旋转锚栓。尽管锚栓选择很受

限制，但“Powers Hammer Capsule”的规格似乎令人印象深刻（干燥快、坚

固且价格便宜）。这里大多数都是不合格的聚酯植筋胶，不应使用。 
● Liquid Roc 300 Hammer Capsule 

○ 仅用于短期荷载 

○ 10件装的价格为30美元（请务必先确

定所需的尺寸） 

○ 68℉温度下，固化时间为10分钟 

○ 32℉温度下，固化时间为1小时 

○ 23℉是能工作的下限温度 

○ 仅能使用有方形切口的螺纹杆 

○ 评价：数字听起来不错，固化时间很吸引人，但这是聚酯树脂，因

此不如环氧树脂。另外，并非所有化学锚栓都有钝头，因此无法在钝头锚

栓上使用。我不推荐使用它们。 

●“Liquid Roc 300 Capsule ”（旋转安装） 

○ 仅用于短期荷载 

○ 10件装的价格为30美元（请务必先确定所需的尺寸） 

○ 68℉温度下，固化时间为10分钟 

○ 32℉温度下，固化时间为1小时 

○ 23℉是能工作的下限温度 

○ 锚栓为尖头很关键 

○ 规格要求机械旋转 

○ 评价：这与上述相同，但是如果不将锚栓安装到电锤上旋转插入，

则无法正确安装。我不推荐使用它们。 

●“Petzl”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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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poule Bat’Inox”适用于14 mm的“Petzl Bat’Inox” 

○ “Ampoule Collinox”适用于10 mm的“Petzl Collinox” 

○ 聚酯树脂基料 

○ 3年质保 

○ 用锤子打破胶囊尖端，“最少旋转锚栓10次” 

○ 每个成本约5美元，按此价格，你可以安装环氧树脂 

○ 20℃温度下，固化时间为20分钟 

○ 10℃温度下，固化时间为1小时 

○ -5 ℃温度下，固化时间为10小时 

○ UIAA认证拉力为15 kN，剪切力为25 kN 

○ 评价：我认为用手旋转锚栓并不够，所以我不推荐它们。与环氧树

脂相比，它是不合格的植筋胶。为什么将最昂贵化学锚栓放入最便宜的植

筋胶中，为什么要用“Petzl”？ 

●“Powers Hammer Capsule”胶囊 

○ 环氧丙烯酸酯树脂 

○ 价格近30美元，10支一盒 

○ 保质期2年 

○ 可以在潮湿的孔中施工，但不可以有积水或结霜 

○ 68℉温度下，固化时间为1小时 

○ 50℉温度下，固化时间为2小时 

○ 32℉温度下，固化时间为5小时 

○ 在4000 psi混凝土中，使用½〃杆嵌入4¼〃长度。 

■= 10,240 lbf 拉力 

■= 10,720 lbf 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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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如果你要使用植筋胶囊，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需要

机械旋转，它是环氧树脂的一种，干燥速度足够快，而且价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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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化学锚栓之书 

“如果孔不干净，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 
 

如果你有正确的锚栓，正确的

植筋胶和满腔的热情，但仍然可能

搞砸（或者完成植筋，懂吗？），

然后造成某人死亡。你无需成为核

物理学家即可安装化学锚栓，但是

你必须按照简单的说明进行操作，

否则你可能造成某人死亡。让我们

强调一下快速杀死某人。这不是对

比长期锚点还是短期锚点。我们谈

论的是，如果它们没有正确放置会

被拔出来，就会导致人员伤亡。 

另一种没那么严重的安装失败的方式，也就是出发后没有真正完成锚

栓安装。你花了数周时间阅读这本《锚栓圣经》，花了一大笔钱，花费了

一个天气很棒的周末，然后到达

山野里，才发现胶枪（分配器）

上的活塞太大了，无法推出植筋

胶。或者廉价的胶枪力度太小了，

无法推出冷胶。在钻完孔之前，

你可能会耗尽电池，或者发现混

合胶嘴的延长管落在家里了……
所以，现在在切开胶管以后，却

不能将植筋胶注射到孔的底部！

不，这些都没有发生在我身

上……不，不是我！认真准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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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安装能让你牛逼，否则你就可能成为一个傻逼！ 

第1章工具清单 

● 锚栓！岩石越软，就需要越长的锚栓。 

● 胶筒 + 胶枪（分配器），或者胶囊。 

○ 备用混合胶嘴和延长管。 

○ 注意：10盎司大约会填满10个孔，但是如果你必须经常更换混合胶

嘴，则每更换一次都会损失一定量的植筋胶。 

● 刀。 

●电锤、尺寸合适的钻头以及备用钻头。 

● 护目镜。 

● 口罩——灰尘对你不利。 

● 如果钻孔很多，要带上耳塞。 

● 孔刷和吹气泵（用于将孔清干净）。 

● 橡胶手套和纸巾！可能会变得乱糟糟的。 

● 在岩石上钻槽口前，用胶带在周围粘一圈，这样就不会漏到到处都

是，并且可以在钻头的适当位置缠一圈胶带，以方便你知道要钻多深。 

● 棉拭子，以防万一渗出。 

● 垃圾袋。 

● 用于测试混合物的自封袋（请参见下面的“填充孔”）。 

● 塑料锤，或者包裹好的锤子（用于敲需要紧密配合的锚栓）。 

● 波形锚栓安装工具（仅适用于波形锚栓）。 

● 心里充满了激情，车里载满了朋友！ 

● 安全带上挂满了在垂直岩壁上用的安装工具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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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培训和准备 

请不要将你的第一颗化学锚栓安装在重要的地方。在你的后院，你父

母的后院或在你不喜欢的人的后院（当他不在家的时候）里先练习几次

（开玩笑呢！我是开玩笑

的！）。如果你认为安装

得很丑，那么现在你就知

道热爱岩壁的人为什么会

抱怨锚栓安装得太多了吧。

你可以将本节中关于植筋胶的知识阅读

上百遍，但总会遇到一些需要解决的实

际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在家里解决。练

习还可以帮助你验证电锤类型、钻头类

型、钻头尺寸、植筋胶附件、植筋胶用

量、清洁工具和操作技术是否正确。或

者你可以去热门的地方即兴安装练习，

但是要确保在上面留下你的名字，这样

我们就能知道应该找谁算账了！ 

你能回答有关你的锚栓套件袋中的

物品的下列问题吗？ 

1．最低和最高固化温度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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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安装这些设备时，当地温度是多少？ 

b.植筋胶可以在安装温度下安装吗？ 

2．混合喷嘴可以用多长时间（植筋胶可以在混合喷嘴里放多久，就必

须换新的混合喷嘴才能使用）？ 

a.我有备用混合喷嘴吗？ 

b.我有备用的喷嘴延长管将植筋胶注入孔的底部吗？ 

3．施工时间是多长，是否足够让我在固化之前不破坏键合？ 

4．如果岩石是水平的或悬空的，植筋胶会不会从孔中流出来？ 

5．在低温、中温和高温情况下的固化时间是多少？ 

a.我计划什么时候使用这些锚栓进行攀岩或玩高线？ 

6．我为电锤充好电了吗？我有备用电池吗？ 

7．我需要钻多深？我需要在岩石上开槽吗？  

8．我有办法保持干净和整齐吗？ 

9．一支植筋胶可以注射多少个孔？ 

10．锚栓是否适配植筋胶囊（锚栓末端带角度适合旋转安装，末端为

钝头适合用锤子敲击安装）？ 

11．如果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固化，我该如何在锚栓上贴上警告，避免

在我离开后被别人误用？ 

12．胶囊中的液体会移动吗？ 

13.我的植筋胶库存多长时间了？ 

14.我是否有合适的孔刷和吹管用于将孔

彻底清干净？ 

第3章钻孔 

所有化学锚栓都有预期的钻孔尺寸。实心腿锚栓可以直接插入，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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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锚栓必须敲入。波形锚栓

就像岩钉一样，需要大量的

敲击，而钛锚栓需要轻柔地

敲击，因为锚栓颈部较紧。

如果孔钻得太大了，没什么

大问题，只是造型不美观而已，锚栓不会掉出

来，而且会浪费植筋胶。 

有些化学锚栓需要在岩石上开槽安装，从

而锚栓可以稍微再插进去一点。要在岩石上为

安装锚栓开槽，你有3种选择。在距孔约1〃的

位置钻一个½〃深的孔，然后将钻头斜向主孔倾

斜45度钻孔。或者将钻头插入主孔内以较倾斜

的方向从孔中钻出。或在主孔旁边垂直钻3个深度为½〃的孔。注意：如果

槽口太深，锚栓会插得太深，会减少锚栓眼孔的空间，从而限制了可以挂

入其他设备的空间。如果锚栓插得太深了，可能会迫使绳索紧贴岩石，从

而造成磨损。请确保锚栓面对的方向是未

来承受拉力的方向。在攀岩情况下很容易

猜到……直接向下呗！但是，如果你要在

距悬崖边缘2英尺处安装3个高线锚点，那

么两侧锚栓将成多角度？  

特殊情况： 

如果锚栓需要承受多个方向的拉力，即：多个高线变化形式或太空网，

则使用“P”形锚栓并在岩石上开槽，将锚栓向后安装，从而使锚栓脊柱承受

绳索拉力。这样就有170度的范围可以承受拉力，而且不会对锚栓产生扭转

或破坏植筋胶的风险。 

锚栓一般在断裂前会开始变形，向后拉时更是如此。测试中发现，8 
mm的扭绞锚栓，即使最终断裂强度为40—50 kN，却在10 kN左右就会变形。

但是，如果对“正常”安装的锚栓进行侧向拉动，会在4 kN左右开始变形，

但最终断裂强度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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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测试表明，在将锚栓从植

筋胶中拧出之前，锚栓已经弯曲。

我们还发现，在锚栓破坏测试中，

“Bolt-Products”直脚系列锚栓上的焊

缝给我们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将“P”形锚栓向后安装后，会对焊缝

削弱的那部分锚栓产生杠杆作用。

在我们的“向后”测试中，它们在约

20 kN时开始弯曲，然后在21—45 
kN之间断裂。向后安装“P”形锚栓是

出于非常特殊的用途，在几乎所有

情况下都应该如厂家建议的那样向

前安装。这只是解决特殊情况的一

种方法。 

与你所想的相反，不要钻一个

远离力的投射方向的斜孔。这种杠

杆作用不会使锚栓更牢固，而是会

将所有力施加在岩石表面附近上。有关此方面的研究，请参见“孔之书”有
关的章节。 

如果你使用的是植筋胶囊，那么深度和直径对于正确安装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一旦植筋胶不够，是不能添加的，而且当安装者看不见植筋胶时，

不会愿意放入化学锚栓的！这就是要在家里进行测试的重要原因，如果你

不希望在后院安装锚栓，请在固化之前将其拔出。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你

知道只需1粒或2粒胶囊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系统。（有一种技巧可以钻出完

美深度的孔，即在钻头上需要停止的位置缠上几层胶带作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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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清孔 

听到新手被鼓动去安装化

学锚栓时，经验丰富的老手心

里会相当恐惧。如果孔没有彻

底清理干净，很可能会造成人

员死亡。 

真的要清洁干净！需要使用孔刷和吹气工具。即使你擅

长吹气，吹管和肺还是不够给力的，因此请购买像这样的吹

气泵或者“Hilti”除尘泵。一罐空气可以吹20到30个孔，重量

很轻。使用与电锤电池兼容

的鼓风机，你将改变游戏规

则。任何地方都能买到钢丝

刷 /管道清洁器。不管岩石

是粗糙的还是多孔的，钻孔

都会打磨孔的侧面，因此为

了使植筋胶与岩石粘合，岩

石的侧面必须没有灰尘膜，

这很重要，如果你不知道，

请不要安装化学锚栓。 

在家做一个有趣的实验，在

家里的花岗岩台面上放上超细的

建筑灰尘，然后试着将它们吹干

净，用力吹，即使使用空气压缩

机，也无法真正清洁干净。钢丝

刷也一样，你不能只使用钢丝刷。

吹一次刷一次，至少循环3次，

直到完全清理干净。总是从吹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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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测试与检查 

孔要配合锚栓，才能确保正常工作。如果将波形锚栓插入½〃的孔里是

不行的，但是可以使用一根细杆或孔刷验证孔的深度是否合适（太深胜于

太浅）。最大的问题是确保槽口不会太深或者限制锚栓的角度。将所有东

西准备好，一旦开始植筋，倒计时就开始

了。 

了解你的施工时间，因为如果你使用

的是“Powers AC100 +”，环境温度又很高，

并且到达下一颗锚栓需要花费超过1分钟

时间，或者敲击波形锚栓要花费超过30秒
的时间……那么你会更换很多混合喷嘴，

而且每支胶管填充的孔的数量没有你想像

的那么多。攀岩时，在你向上的途中钻孔

和清孔，然后在下降的途中注射植筋胶并

安装锚栓，这样会缩短过渡时间。 

第6章注射植筋胶 

植筋胶筒：确保所有工作都准备就绪

后，切开胶筒，在没有安装混合喷嘴之前挤压一下胶筒，看到两种颜色的

胶都能正常流出来后，再安装混合喷嘴。 

但是，在将植筋胶注入孔里之前，要

确保挤出来的胶是安全的！ 

你不能将刚挤出来的胶注入孔中。这

是你需要纸巾的主要原因之一。挤压几次

以确保两种胶

正确混合，通

常可以通过颜

色分辨出来。

然后拿出一个自封袋，将植筋胶注入在它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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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里，约1/4袋的量。只有在做完这些之后才能开始往孔里注射植筋胶。

这个自封袋可以用于稍后检查，确保第一次挤压出的植筋胶是否会硬化。 

“Bolt-products.com”的吉姆 ·蒂特

（Jim Titt）在“山区项目”主题中说：

“在7年的时间里，DAV记录了17个失

效的树脂锚栓……一个攀岩者死亡。”
从孔的底部开始注射植筋胶，然后慢

慢退出，这非常重要。请勿将孔注满植筋胶，因为插入锚栓会挤占空间，

挤出多余的胶。大约注至孔深的¾左右比较好。完成后，挤一些植筋胶到自

封袋的另一个角落，带回家作为纪念……还要检查你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挤

出的植筋胶，确保它们都硬化了。如果它们没有变硬，那就是没有正确混

合！电池供电的分配器能更均匀地混合植筋胶，并且比手动分配器更好用，

但是它们的成本肯定更高。 

你需要多少植筋胶？如果锚栓的直径为⅜〃

（10 mm）并且长度很短，则1支10盎司的“AC”植
筋胶可以安装近20颗锚栓。我使用1支“Hilti 500 
V3”植筋胶几乎无法安装8个长款“Crux Monsters”
锚栓。 

锤击胶囊：将胶囊旋转几圈，确保所有树脂均呈液态，因为如果不是

液态就无法正确混合。你需要用力将锚栓推进去，所以它必须是液态的。

将固化剂一面朝向孔的外侧插入。如果你将其视为香烟，则将看起来像过

滤嘴的东西放在孔的顶部（靠外），那就是硬化剂，如果它不在顶部，就

不能正确混合。胶囊是玻璃的，

你要将一颗锚栓敲进去，因此

请戴上护目镜。配套锚栓的末

端必须是平整的。锥形的末端

不会将固化剂压入树脂中。请

确保植筋胶囊尺寸合适，因为

如果是在⅝〃的孔中放入一个½〃胶囊，那么它将偏向一侧而不能均匀地混

合，并且可能没有足够的植筋胶来填满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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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安装胶囊：将胶囊旋转几圈，确保所有树脂均呈液态，因为如果

不是液态就无法正确混合。这些旋转安装的胶囊，是一个玻璃容器内还有

一个玻璃容器。一种是树脂（琥珀色液体），另一种是固化剂。里面有沙

块，用于划伤孔的侧面并有助于混合植筋胶。这些胶囊（至少“Petzl”的）

要求从孔中伸出10 mm，以便可以用锤子砸碎玻璃，然后插入锚栓。这些

锚栓的末端必须成一定角度，以便正确混合植筋胶，这与锤击胶囊不同。

现在，执行正确的操作，采用机械旋转锚栓，有电锤专用的适配器用于安

装锚栓并旋转插入。“Petzl”系统的教学视频显示只需手动旋转锚栓，但是

我不认为这是应该使用的方式。他们说将锚栓旋转10圈。这并不意味着你

的手转动10下，而是要进行10圈完整的旋转（你的手可能需要转动20下）。

如果你使用这款植筋胶囊，请一定要旋转它，因为你的生命将托付于它。

这款植筋胶囊显然不适用于波形锚栓，因为它们紧密安装在孔中时无法旋

转。 

第7章插入锚栓 

如果使用螺杆，则在插入之前先在螺纹上裹

一些植筋胶。对于不需要用锤子来安装的锚栓，

例如“Bolt-Product”实心脚锚栓，“Petzl”和“Fixe”的
钟形锚栓或PLX锚栓等，你需要慢慢地在旋转的

同时将其插入。“Fixe”的化学锚栓有焊缝，即使该

焊缝埋在植筋胶下，也应当使其远离受力的方向。

锚栓的凹槽或螺纹周围不能有

气泡。如果你在推入锚栓时听

到气泡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则说明孔的底部没有植筋

胶！！！别胡闹！拔出锚栓，

并确保孔里充满植筋胶。 

如果你使用的是波形锚栓、钛锚栓或扭绞锚栓，则

需要使用锤子，但你不会想使用非不锈钢敲打不锈钢，

也不想用非钛制的锤子敲打钛锚栓。由于那将是一把昂

贵的花哨的锤子，因此你可以使用由不锈钢制成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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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栓安装工具，并将锤击力作用在锚栓的正确部位上，或者使用橡胶锤或

塑料锤，或者在两种金属之间垫一块破布。关键的是，锤子上的铁屑会转

移到昂贵的锚栓上，而这些铁屑会开始生锈，让优质锚栓看起来像是正在

腐蚀。不要将锚栓切割成想要的长度也是基于相同的原因，切削部位会粘

上铁屑并暴露在外。是的，我们也会挂上非不锈钢的锁扣、卸扣，以及梅

隆锁（很不幸，大多数都不是不锈钢），但它们

的受力不足以将非不锈钢金属转移到锚栓上。注

意：波形锚栓在锤击时会扭曲，需要横向敲打来

正确定向，不知道这样对锚栓或植筋胶是否有害，

但人们会这样做。另一种选择是为波形锚栓钻一

个更大的孔，这样配合会不紧密，除非你将其安

装在悬空岩壁上，否则紧密配合不是必须的。 

第8章植筋完成 

如果你在岩石孔旁边同时钻了槽口，可以在

周围贴上胶布，在完成植筋后撕掉胶布，植筋胶

将呈现出规则的矩形，否则植筋胶可能会搞得到

处都是，如果植筋胶是红色的，那看起来真的很

糟。化妆用的棉签可以方便地使植筋胶看起来不

错。如果注射的植筋胶溢出过高，请确保擦干净

它。保存一些岩石粉末可能有所帮助，因为可以

将灰尘撒在植筋胶表面来掩盖植筋胶的颜色。植

筋胶表面上的灰尘不会导致人员伤亡，并且会使它看起来更自然。在植筋

胶表面洒上灰尘而不是岩石晶体，这样可以减少锚点绳索被磨损的风险。

使用橡胶手套清洁起来容易得多。如果环氧树脂需要花费数小时或数天才

能干燥，请在标签上标注日期，提醒人们在安全固化之前不要使用它。 

第9章故障排除 

1．为什么我挤出植筋胶颜色不对？ 

a.好吧，这可能是因为两种成分没有挤出来！单筒式植筋胶可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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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像下图一样均匀混合，或者双筒之一已经破裂，

就像令人讨厌的“Hilti”胶枪破裂了一样。换一支新

胶筒重新开始安装。 

2．啊，天哪，我把槽口钻太深了，现在锚栓

孔眼插进去太深了，该怎么修复呢？？？ 

a.只需将一块碎石、卵石或无尘的东西放在孔

的底部或槽口中，如果它能支撑锚栓直到其固化就

可以了。 

3．我刚刚听到我的锚栓孔在放屁。它有足够

的植筋胶吗？ 

a.如果插入锚栓

时有空气流出，则植筋胶

量不足！ 

4．我锤击化学锚栓，

不能完全锤进去。 

a.波形锚栓可能

会太紧，以至于很难将其

完全插入。我喜欢在钻孔

时轻轻地晃动钻头，钻出

的孔大一些就不会太紧了。 

b.另一种可能是钻的孔不够深。取出锚栓并重新钻孔。这将是一团

糟！ 

5．我的锚栓在陡峭的岩石上慢慢滑出！ 

用胶带将其粘在岩石上，或者在更坏的情况下，在岩石和锚栓之间楔

入一个小卵石或小棍子，将其固定到位，但请确保楔块在植筋胶表面以下，

这样以后就不会显得很粗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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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如何不去安装锚栓 

我不敢相信有多少“操作方法”视频中有错

误。这是我们在网上找到的教学视频列表，以

及有关其技术的一些反馈。 

1．这段视频实际上很棒。他们正确安装了

旋转式胶囊。如果我要过分挑剔，他在刷完孔

之后没有吹孔，并且留下了过多的植筋胶，因

此他的挂片不能平整地安装。该视频的有趣之

处在于，它演示了旋转胶囊应该以这种方式安

装，而攀岩者则不是这样做的。 

2．这段视频也不错，但是他没有戴护目镜。

我不只是在这里提高要求，因为我以前被击中过眼睛！而且灰尘吹到了他

的脸上。我喜欢的是他使用了合适的吹孔工具。他没有保护眼睛，这是

“Fixe”要求的少数指示之一！我喜欢他提到锤子会留下铁屑，所以他使用了

橡胶锤。我不喜欢仅手动旋转混合植筋胶，对于他不断将锚栓插进又拔出

来也不感兴趣。他这么做是为了将锚栓完全粘住植筋胶，还是去除孔中的

气泡？ 

3．这段视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例子。他只吹孔，几乎对孔侧面的灰尘

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刷孔。我也认为他旋转得不够。 

4．这段视频与3号视频相同，但使用的

是植筋胶筒而不是植筋胶囊。他再次进行了

吹孔，但是很可惜，在将锚栓插入孔中之前，

应在螺杆上涂些植筋胶。螺纹周围不应该有

气泡。 

5．这段视频非常好，但是没有使用钢

丝刷，而只是用软管吹孔就完事了。他也弄

得一团糟，这对他正在做的事情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他是在岩石上做的话，那就不是一

件好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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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段视频最好！如何不去安装锚栓！！！“Hilti”厂家做的视频！将

植筋胶安装到脏孔中。他将植筋胶注射进孔前，他认真地将灰尘清理干

净！！！该视频没有明确指出这是安全技术，这是唯一的例外。这套“Hilti”
系统不用清洁孔就可以使用。这是一种特殊形状的锚栓，其材质不会被植

筋胶粘结，因此，当锚栓在被拔出时，底部的“HIT-Z”锚栓法兰会像楔块锚

栓一样膨胀植筋胶，从而胀紧。这些锚栓仅有镀锌款，没有人将其用于攀

岩。该系统还需要“HIT-HY 200”植筋胶，而不仅仅是环氧植筋胶就行了。

该视频仅适用于该系统。 

7．这段视频是由“Access Fund”制作的，很棒但存在一些缺陷。他谈到

了一个干净的孔，但只清理了一次。应该清理3次到4次。他谈到要抛弃第

一段挤压出的植筋胶，以确保颜色看起来正确，混合才正确，但是视频里

却没有做。他谈到不要用锤子直接敲打，然而在最后却敲击了，将锚栓扭

曲到适当的位置。 

8．一个很好的例子——好吧，我撒谎了，有一个“Powers”拍的视频很

赞。他们先进行了清孔，然后在将植筋胶注射

进孔里之前预先挤掉了很多植筋胶。看看第二

阶段吹出多少灰尘！并观察他们挤出开始那一

段植筋胶的颜色变化。一个很好的例子！ 

9．另一个很好的例子——“Climbtech”在
真实的攀岩场景下拍了一个很好的视频。在悬

挂情况下，他们有很多精美的工具。他们能够

重复使用拆下锚栓的孔，波形锚栓非常合适。

它不是非常紧，但足够紧。 

10．另一个很好的例子——由“teamBMC”
发布在“Youtube”上的很棒的视频，介绍了如

何检查植筋胶。 

11．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德里克·布里

斯托（Derek Bristol）在探洞方面有一个栏目，

制作了一个有关安装化学锚栓的视频。他也有

一个很好的视频“Fixe Triplex Remov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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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d-czgvGIew?t=1m11s
https://www.hilti.com/content/hilti/W1/US/en/services/fasteners-firestop-strut/concrete-anchors/hy200-system.html
https://www.hilti.com/c/CLS_FASTENER_7135/CLS_ANCHOR_RODS_ELEMENTS_7135/r5230?CHA_GLOBAL_ANC_SIZE=1%2F2%20in&CHD_ANCHOR_LENGTH=4-1%2F2%20in
https://www.hilti.com/c/CLS_FASTENER_7135/CLS_INJECTABLE_ADHESIVE_ANCHORS_7135/r4803
https://vimeo.com/122559141
https://www.youtube.com/embed/adLGA7pLUJA?list=PL4cbSPuH4ezO76dhfrPbOu5rzus5wbLyV%3Brel%3D0&wmode=transparent%3Bautoplay%3D1%3Bfs%3D1
https://vimeo.com/98966318%EF%BC%8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89&v=2ehnmW37rM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SF57uFt9x8&index=8&list=PLxgxDxSeVuvvMXV70f_Z14dCKmjvpYocB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0zK9VvKMn0&list=PLxgxDxSeVuvvMXV70f_Z14dCKmjvpYocB&index=2


 

我们有2个化学锚栓安装视频。 

大卫·凯勒（David Keller）在此集中演示了如何反向安装“P”形锚栓

（仅用于特定用途！），在此集中为“GGBY太空网”安装锚栓。 

   
在此播放列表观看我们所有的锚栓视频。 

在 “Youtube” 上 订 阅 ， 然 后 在

“Instagram”和“Facebook”上关注我们。 

如果你喜欢这本书，

请考虑在贝宝公司捐款，

或 者 支 持 我 们 的 “Juno 
Coffee”创业公司，或者购

买T恤！如果你能做的是向

我们的收件箱发送鼓励邮件，我们也很

喜欢！ 
 
 
 
 

“www.HowNOTtoHighline.com” 上 有

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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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N4BAMcrJno4
https://youtu.be/1d95EO-L-cc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T3L-S4Bd4KCTAog1FHLBuASZnIl9q4BL
http://www.youtube.com/HowNOTtoHighline
https://www.instagram.com/hownottohighline/
https://www.facebook.com/howNOTtoHighline/
https://www.paypal.me/slackcessfund
https://brewjuno.com/
https://brewjuno.com/
https://brewjuno.com/
https://teespring.com/stores/hownottohighline
http://www.hownottohighline.com/


 

新约 
如何拆卸和更换锚栓+锚栓破

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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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出之书 

“拔出来没有放在里面有趣，但是有时候会更安

全。” 
 

你爬到了线路的难点，你遇到的

锚栓比在最倒霉的日子（13号星期五）

将最小号岩塞放在潮湿的砂岩里还不

靠谱。不幸的是，某些已安装的锚栓

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因此必须在

造成人员伤亡之前进行更换。在使用

锚栓的过程中，将锚栓拔出并不理想，

但是当我们的锚栓天使去更换锚栓时，

他们可能很难将锚栓拔出后还能保证孔能重复使用。本章讨论了所有不同

的方法来拆卸旧锚栓。 

重新安装锚栓时，道德很重要。

复古锚是在现有攀岩线路上增加锚栓。

大多数攀岩团体都不赞成这样做，但

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可以提高攀岩质

量或使攀岩更安全，应征得第一位攀

岩者（F.A.）的同意，当无法与他取

得联系时，应在社区里征得团体认可。

重新安装锚点的目的是重新利用每个

孔，这样的话我们的岩石就不会变成

瑞士奶酪。如果使用优质的不锈钢

或钛金属锚栓，我们一生中都无需

更换它们，除了高频率下放绳索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磨穿金属，但这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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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一个维护问题。 

如果锚栓孔不可重复使用，有几种填充方法可以让它们不会太显眼。

如果你正在安装化学锚栓，可以从新钻的孔中收集一些灰尘和小石子，并

且使用已有的植筋胶来填充孔。如果你使用的不是超级红色的“Hilti”植筋胶，

并正确地涂抹上了灰尘，它就可以很好地伪装起来了。另一个选择是环氧

腻子，如“Damn Good Putty”，价格约为19美元。你将两种成分混合在一起，

将其挤入孔中，用小碎石或沙子伪装，在20分钟内会像岩石一样硬了。它

有几种颜色，其他品牌也有不同的颜色。任何两种成分的环氧腻子都可以

使用。“LamLock Rocket Gel”有两种成分，有8种颜色的花哨的瓶装，专用

于有点颜色的岩石（普通岩石通常是乏味的灰白色），但它既昂贵又笨重。

“InstaCrete”是另一个不错的选择，仅售14美元。将透明硅胶装在一个挤压

瓶里也可以使用，填充硅胶后再把一个小卵石砸进洞里。注意：有机硅胶

甚至是透明的环氧树脂，它们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黄，因此在进行此操

作时请考虑你的岩石颜色。 

如果之前使用的机械锚栓依赖于正确尺寸的孔，则可能必须将孔钻成

更大的尺寸。通常，你要更换⅜〃（10 mm）的锚栓，因此只需将孔钻到½〃

（12 mm）即可。有时钻头会卡在里面，所以你得小心点。如果要安装化

学锚栓，那么只要孔的尺寸正确即可，即使不是完美的圆形也没关系。但

是，如果需要槽口，则可能需要再钻一下。 

切断 

有些锚栓不能将其保留下来。它

们腐蚀太多了，在将锚栓从岩石中拔

出来之前，锚栓头部会折断，或者在

尝试拔出它们时被卡

住。“切断”通常是移

除锚栓的术语，并不

意味着要使用斧头，

但这可能意味着要使用蛮力将其破坏。对于真正生锈的锚

栓，这更合理。锚栓与任何物质，你可能只能用以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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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mzn.to/2VxhGr9
https://amzn.to/382GgCR
https://amzn.to/38cpCkw


 

的技巧将其切断。最轻便、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金属切割锯条。将钥匙扣

作为手柄固定在锯条两端。你还可以使用电池供电的角向磨光机或往复锯，

或者使用能在电锤上工作的称为锯轴的砂轮适配器。在挂片下方切割，如

果不想将岩石磨出半圆来，可能会很棘手。你可以在挂片上方切下锚栓头，

然后卸下挂片并尝试将锚栓砸入孔中与岩石齐平。 

有时，你可以使用18〃的破拆棍扳手将其“过度拧紧”！锚栓头部将被

折断，然后再将其敲入岩石中。不锈钢锚栓很容易折断，碳钢具有更大的

弹性更难折断。拥有5个部件的锚栓在断裂之前倾向于在孔中旋转。无论哪

种方式，这都能让你了解为什么在安装时不要过度拧紧它们！ 

叉出——钮扣头 

这就像切断，但需要更多的技巧。

通常是由岩钉制成的音叉状，作用是

将锚栓楔出来。你可以从最薄的地方

开始楔入，然后逐步楔至较厚的位置，

甚至将多个叉子叠起来直到锚栓松开。

当然，足够大的撬棍也可能会起作用。

对于例如像钮扣头锚栓一样，无法连

接电锤或适配器+拔出器的锚栓，叉子

更适用。我曾在优胜美地使用这种方

法，那里不允许使用电锤。 

注意不要损坏岩石。花岗岩有时能承受，但

如果你操作太猛，较软的岩石可能会被损坏。如

果你使用撬棍之类的杠杆，垫一个油漆桶盖、金

属板或者一块木板都能起到保护作用。假定你在

更换锚栓时很在乎最终的美观度，因此要时刻留

心让岩石保持良好状态。我们在此播放列表中用

叉子拆下纽扣头锚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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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mzn.to/2HYG8tE
https://amzn.to/2PCqh82
https://amzn.to/2wkxJ0O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T3L-S4Bd4KCTAog1FHLBuASZnIl9q4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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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母套筒——“Powers”5个部件的锚栓 

“Powers”5个部件的锚栓可

以拧松，并取下锚栓的核心，但

是套管和螺母仍卡在其中。如果

螺母紧贴孔中且套管也能正常使

用的话，也可以重新安装锚栓用

于拉出螺母。诀窍是卸下那个套

筒！如果有足够的耐心，你可以

尝试用尖嘴钳从底部夹住将其取出，或者用电锤和混凝土钻头将其钻成碎

片。如果你在卸下讨厌的套筒后，要试图取出底部的螺母，请不要将螺母

向上拉破。拔出可重新安装的锚栓，可以使用以下锚栓拆卸工具，或者只

需在锚栓上安装一个劣质挂片，然后使用一个有趣的装置（锤头上装有吊

索）拉出，或者将其捣碎吹出或用磁铁工具吸出。 

旋转（第1/2步）——楔块锚栓 

这是两步中的第一步。旋转

楔块锚栓，它底部的膨胀片会形

成凹槽，从而阻止其膨胀，这样

可以将锚栓拔出。加水帮助粉尘

混合，在该接触点处形成研磨膏。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砂粒，可以在喷水瓶中加入240目氧化

铝喷砂粉，这样可以研磨得更快。可能不太容易找到能适

配电钻和锚栓转接头。将锚栓拧紧在转接头上后，就可以

用电钻旋转锚栓了。如果转接头接触岩石会妨碍锚栓旋转。

进行推拉操作，就像在钻拧

岩石一样。 

充电电锤：如果使用的

是电锤，通常需要一个带螺

纹的SDS公转接头。然后，

https://amzn.to/2wPsZR8
https://amzn.to/2wPsZR8
https://amzn.to/2wPsZ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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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两头都是母头的耦合器连接在转接头上。好吧，我忍住不笑。⅜〃的冲击

扳手能提供更大的扭矩，需要一个不同的转接器即可。 

手动旋转：为什么还需要手动旋转锚栓？美国国家公园不允许使用电

动工具，即使你是想重新锚固做好事。 

该视频展示了丹·梅里克（Dan Merrick）改

造的用于旋转锚栓的扳手。它是一个速度扳手+
万向节套筒，关节插座套在转接螺母+转接螺母

上（带有粗螺纹！）。这些组件需要固定在一起，

因为在旋转时要将其拔出。转接器内部需要有一

个固定螺钉（或在锚栓上额外加一颗螺母），因

为如果锚栓没有从转接器的背面接触底部，则只

会将锚栓拉紧挤压膨胀片，而不会旋转它。 

拔出（第2/2部分）——楔块锚栓 

即使楔块锚栓的底部受损，也很难将其拔出。但是，一些小工具能提

供巨大的机械优势。一种轻便且价格合理的工具是空心管内加大螺钉，或

者小型液压泵，其工作原理与汽车千斤顶非常相似，它具有很多优势，你

必须小心操作液压泵，以免卡住锚栓。如果操作正确，每拔出一点点锚栓

就会发出喀哒一声响。如果该工具没有足够的拉拔距离，只需将其重置并

垫上垫片，再次操作。除非想引人注目，否则没有人会使用我们在锚栓破

坏测试中使用的强力空心拉拔器！我从锚栓破坏测试中学到的东西是，强

大的功能并不总是你所需要的。 

技术很重要，否则锚栓最终会被

卡住，孔就无法再次使用了。 

巨型螺丝——格雷格 · 格尔曼

（Greg German）开发了一种新型锚

栓拔出器，它是方管内加大螺丝，其

末端有一个转接器，用于连接到需要

拆卸的锚栓螺纹上，大螺丝拉住转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a0oBTF4UFs
https://amzn.to/386CAAc
https://amzn.to/2wWVMn3
https://amzn.to/2TmMIPX
https://amzn.to/2TmMIPX
https://amzn.to/2TmMIPX
https://amzn.to/2TmNGf3
https://www.mountainproject.com/user/13297/gregger-man


 

器，旋转手柄时，其中的外管或方管推向岩石，从而将锚栓往外拔出。 

观看我们在本集中使用此工具。雷格的视频中展示了他如何使用此工

具，或者观看另一个旧版本的使用视频，并且此视频中对此进行了解释。 

 
 
 

“The Hurley Junior”可以从“Access Fund”订购，

也可以自制，它是一种更紧凑的螺杆式锚栓拔出

器。这是另一个展示该工具的好视频。 
 
 

     
液压泵——外部靠在岩石上，

内部靠液压作用吸起。液压系统令

人惊讶，我们在锚栓破坏测试中使

用了液压系统，但是我们为了达到

给人印象深刻的效果，使用的是超

大体积版本的液压系统。“Green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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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58t0eHUJgb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GAijm0AfPk&feature=share&fbclid=IwAR1k-1wGWocpo-qfe8C25786BHOCU2AqcG6WtrNBchEsHoIRYQnLFyzAdI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HMXAvNG5I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xQKIYgXu-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8NLhtIXm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8z287o4HR4


 

液压冲床打孔机用于泵送切削液在钣金上打孔，最多可拉7吨。它超级方便，

价格低到能在泰国买一套公寓，但幸运的是892美元的价格包含免费送货！

如果重量不是问题，那是个很棒的工具，含转接器有14磅重。除非你使用

锚栓破坏测试用的空心圆柱体，否则这些工具的行程是不够你使用的，需

要拔出一点，在下面放上垫片，再重复操作。中空的内芯也可以连接转接

器，但需要软管和小型手动泵，这在悬崖面上不可行。你可以使用“Greenly”
观看“Access Fund”的视频。 

 加热——化学锚栓 

从理论上讲，可以用火焰喷枪加热化学锚栓，然后

将其拔出。之所以说是理论上的，是因为长度在4〃以上

的化学锚栓很难加热，或者说很难热透到可以拔出的程

度。如果可以拆下锚栓，就可以将孔里的植筋胶钻掉，

并重复利用这个孔。如果是悬挂在绳索上操作，请尽量

不要开太大的火！ 

微芯钻——化学锚栓 

在化学锚栓侧面钻一个非常小的孔，直到植筋胶完全松动为止。在化

学锚栓旁边钻一个相同大小的孔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岩石已经被破坏了，

最后你仍然有两个孔。 

扭曲——化学锚栓 

撬棍插在锚栓中＋扭绞＝完成。在狭小的空间中，

很难将撬棍插在锚栓中，或者锚栓头部会卡住撬棍，如

果没有其他工具则无法取下。同样，此方法可能会破坏

锚栓，而不是将其与植筋胶分离。 

准入基金（Access Fund）有一个很棒的锚栓拆卸页

面，其中详细介绍了此处未涵盖的其他锚栓，并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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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mzn.to/2Vt4kw7
https://vimeo.com/124880350
https://www.accessfund.org/learn/for-advocates/managing-fixed-anchors/best-practices-for-bolt-removal


 

列表和套件，你可以参考这些照片。 

        

 
不要搞砸！ 

你尝试过拆卸但没有拆下来的锚栓现在已经

被破坏了。既然已经开始，就请确保能完成并成

功更换它们。半途而废的工作会造成不方便，或

者更糟会导致人员伤亡。如果确实搞砸了，将锚

栓和挂片破坏到不能再使用，或者在上面放上警

示标识。理想的情况是提前在家练习！ 
 

保持学习！ 
与其他圣经不同，我们一直在推动不断向其他团体学习！这里有一些

很棒的资源，我们从中学到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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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ain Projects Bolting Forum”就是社区所在地。通过关注该主题，

可以了解最新的知识、趋势和问题。 
 

 
●“准入基金（Access Fund）”不仅在攀登峭壁方面提供帮助，而且在重

新安装锚栓方面提供帮助。 
 

 
● 美国安全攀岩协会（ASCA，American Safe Climbing Association）的

任务是更换美国经典攀岩线路中不断退化的锚点，并向攀岩者进行有关攀

岩安全的公众教育。点击该链接进入他们关于锚栓教育的部分。 
 

 
● 美国高山俱乐部（AAC，American Alpine Club）有一项捐款计划，

他们为重新安装锚点提供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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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朗西斯·哈登（Francis Haden）具有广泛的资源，就像《锚栓圣经》

的精简版。 
 

 
● 你找到了坏锚栓？告诉他们！https://www.badbolts.com/ 
 

 
●“Bolt-Products”有专门用于教育的部分，你可以在“http://www.bolt-

products.com/Glue-inBoltDesign.htm”中找到。 
 

 
● 迈克尔·劳（Michael Law）撰写了59页的锚固指南，称为“软岩锚固

指南”，但适用于所有锚固且非常详尽。他还做了很多独立测试。 

● 迈克尔·劳（Michael Law）和史蒂夫·霍克肖（Steve Hawkshaw）在

2014年发表了一篇官方文章，介绍了他们所做的断裂测试，可以购买。 

● 他在此视频中测试了火烧对锚栓的破坏。 

● 他在此视频中测试了“U”形锚栓（钉书钉锚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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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之书 

“在释放之前，你需要知道会费多大力。” 
 

锚栓破坏测试是我和鲍比·赫顿（Bobby 
Hutton）建立的一个项目，用于在能想到的各

种情况下测试攀岩锚栓。我们了解了液压系

统是如何工作的，以及如何使用它们来产生

超过100 kN的拉力，从而能够进行我们想要

进行的任何破坏测试和锚栓测试。我们有一

台看起来像高脚凳的机器，用于拉力测试。

它的顶部有一个空心柱塞液压缸，可以拉起

连接在测力计上的长螺杆。我们有一个4〃的

液压缸（就像在牵引机上看到的那样）用于

剪力测试，我们将其一侧固定在地面上，另一侧进

行拉力测试。 

锚栓破坏测试项目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以下原

因： 

1）在我们能负担

的情况下，我们为所

有测试都提供3个样本，

努力做到更科学。  

2）并通过视频的

方式发布测试情况。 

3）我们不制造任

何锚栓，因此我们是

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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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赞助商，我们也不会在实验室里用小块水泥模拟真实情况进行

测试——我们是走到外面去，在尽可能现实的情况下进行锚栓拉力测试。请

参阅本集的幕后花絮。 

为什么要测试已通过实验室认证和评级的锚栓？我们发现你会感到惊讶。

我们也不是试图验证实验室的结果，而是尝试测试我们自己使用锚栓的各种

情况。标准和实验室正在尝试消除变量，以便我们获得MBS（最小断裂强度）

的“圣杯”，该值与其他锚栓或攀岩装备有关联。这在制造业中具有价值，但

并不总是能恰当地告知最终用户。一旦我们超过“正常使用”范围，这在很多

情况下很普遍，我们就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结果。

我们一直对不同的变量感到好奇，其他人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我们试图探索

的问题： 

● 如果过度拧紧锚栓会怎样？或者

拧得不够紧会怎样？ 

● 安装化学锚栓时孔钻太大了是不

是不好？植筋胶太多了不好吗？ 

● 如果将“P”形化学锚栓向后安装

会怎样？ 

● 如果将化学锚栓向侧面拉会怎样？ 

● 将½〃的挂片安装在⅜〃的锚栓

上不好吗？ 

● 挂片应该安装在“Fixe Triplex”锚
栓的法兰片下方还是上方？ 

● 混凝土自攻钉可靠吗？ 

● 低劣的⅜〃PB锚栓是否达到了其声明的等级？ 

●“xyz”锚栓上的焊接是否牢固？ 

● 亚马逊上的非品牌挂片安全吗？ 

● 波形锚栓没有用植筋胶安装时的强度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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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注射植筋胶前不清孔会怎样？ 

● 在花岗岩和砂岩中进行断裂测试使用的是相同的锚栓吗？ 

●“AC100”与环氧树脂的实

际强度是多少？ 

● 过期的植筋胶安全吗？ 

● 许多锚栓只有一个MBS值，

拉力值如何？ 

● 钢链是否会大大降低锚栓

的强度（因为它会向上拉动锚

栓）？ 

你会惊讶于我们作为一个社团，仍然对锚栓的很多问题不清楚。我们希

望在进行了所有锚栓破坏测试之后，我们对锚栓的知识有更多的了解。你可

以在5分钟内观看完我们的汇编剧集，你可

能会发现你多么讨厌我们配的精神分裂音

乐……或者比大多数经验丰富的锚栓安装

者更多地了解锚栓是如何断裂的……在砂

岩中进行的50次断裂测试，是以960帧每秒

的超慢动作录制的。 

我们在混凝土中做了很多试验，因为

这样能更方便地安装这台相当复杂的断裂

试验机器，安装了数百颗锚栓，以一种不

会损坏我们的设备或人的方式牵拉它们，

每个试验都

用3台摄像机

拍摄，同时

为每个试验

记录 10 多个

点的数据。只要锚栓头部脱落，挂片破裂或者

焊缝断裂，我们的混凝土基材不会影响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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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我们还携带机器去偏僻的地方测试花岗岩和砂岩。 

当我们在这些区域进行测试时，我们将未完全拔出的锚栓用角磨机切掉

了，然后用植筋胶覆盖，并在所钻的孔上覆上灰尘，这样你就不会知道我们

曾经在那里做过测试。我们尽力不在任何区域

造成破坏，但是这些测试也有助于教育那些准

备使用锚栓的人，要么安装高质量的锚栓，要

么尽可能少安装锚栓。例如，高线曾经需要使

用4到6颗锚栓制作锚点，但是这项研究清楚地

表明，我们现在可以使用2颗或3颗锚栓。 

我们的目标是要破坏1000颗锚栓，而不再

搞坏我们的断裂测试设备！截至2020年3月，我

们的样本数量为302。有时我们能在零售价格基

础上获得打折价，但没有人赞助这些测试，我

们没有免费获得装备，针对小众主题的“Youtube”视频也不赚钱（我最受欢

迎的视频在一周内有5万次观看，赚了37美元，大多数视频的观看次数均在5
千以下）。因此，我希望这个10,000美元的项目能受到所有人的喜爱，得到

一些人的支持来帮助我们承担开销。如果它确实对你有所帮助，请在“Paypal”
上捐助一些东西，或者支持我们的“Juno Coffee”创业公司，我们从事销售，

而避免做一个装备制造商。我们喜欢独立。当然，像其他出色的“Youtuber”
一样，我们也有T恤出售！谢谢！ 

如果你是数据迷，并且喜欢

电子表格，那么请务必在星期五

的夜晚查阅我们的原始电子表格，

我们在进行测试时会填写这些电

子表格。但是我们的重点是制作

简短、信息丰富且娱乐性强的视

频，以便每个人都能了解锚栓的

断裂点以及断裂方式。这本“数字

之书”包括了已出版剧集的书面版

本和相应的图表。在我们发布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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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破坏剧集时会进行更新。 

在此播放列表观看我们所有的锚栓

视频。 

在 “Youtube” 上 订 阅 ， 然 后 在

“Instagram”和“Facebook”上关注我们。  
 
 

“Crux Monster”锚栓 
关 于 锚 栓 ： 这 些 锚 栓 来 自 “www.bolt-

products.com”，是最大的（12 mm），可以最大

程度地减少对易裂岩石的挠曲，拥有最佳的弯

曲半径供绳索直接穿过它，能保留更多的绳索

强度。它们的最小断裂负荷（MBS)为60 kN。

将绳索穿过这些锚栓作为

攀岩锚点使用并不理想，

因为更换这些锚栓很困难，

最好挂一个大号的梅隆锁，

磨损后很方便更换。 

我们的结果：我们使用了“Hilti Hit 500 V3”
环氧胶，这种胶要么失效了6个月，要么失效了

2年又3个月，基本上都是焊缝处断裂，而很少

有锚栓断裂。265号样本测试情况如下：进行了

4次大拉力循环加载而没有断裂，而且是在16个
小时前在非常冷的温度下安装的。46号样本是

唯一用“AC100”植筋胶安装的，但在从孔中拔出

来之前它的焊缝就断裂了。除了265号样本之外

都是在焊缝处断裂，即使是在没有任何岩石破

裂的湿砂岩中也是如此。环氧树脂和不锈钢彼

此不易粘结，因此这种结合依赖于锚栓上的槽

—134 —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T3L-S4Bd4KCTAog1FHLBuASZnIl9q4BL
http://www.youtube.com/HowNOTtoHighline
https://www.instagram.com/hownottohighline/
https://www.facebook.com/howNOTtoHighline/
https://youtu.be/82UW2U1czqk


 

口，即便如此，不锈钢锚栓最终还是会被拔出来。在大多数剪切测试中，并

没有达到60 kN，但是这些锚栓确实不错，可能应该将网站上的数据更改为

更保守的数字。在混凝土中进行拉力测试时，我们得到了一些奇怪的异常低

的数据。我们的结论是，这些焊缝质量不一致，但是通常足够高，我将继续

使用它们。 

 

“Titan Eterna” 钛锚栓 

关于锚栓：经认证的钛合金化学锚栓

安装在14 mm的孔中，并且在顶部有过盈配

合，因此在植筋胶固化时不会从孔中滑出

来。MBS值为35 kN，每颗锚栓都经过12 
kN的独立测试。 

我们的结果：我们在安装这些锚栓时

没有在孔旁边钻出槽口，但是建议钻出槽

口安装。没有一颗锚栓从花岗岩中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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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孔眼断裂了，而且每次拉紧时都超过了它的最小断裂负荷（MBS）。每

当它断裂时，都会迸出火花。如果在安装时没有在岩石头上钻出槽口，它们

会在8 kN时开始弯曲。我们认为如果在安装时钻出了槽口，其弯曲拉力应该

在10—12 kN。 

    

⅜〃分叉锚栓 
关于锚栓：这种锚栓用于建筑行业，

已不再用于攀岩。它们通常都是镀锌的，

而且大多数是在10－20年前安装的，已

经被拔出来并更换了。¼〃的钮扣头锚

栓非常普遍，对于今天的标准来说太小

了。分叉锚栓的顶部带有螺纹，但是我

们必须将其敲进孔里，锚栓顶部会被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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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蘑菇头形，因此将来

无法更换挂片。我们的

结果：锚栓头部在承受

剪切力时会突然断裂，

这并没有使我感到震惊，

但我震惊的是，在拔出

锚栓之前锚栓头部断裂

了。 

它们在新的时候非常坚固，但是在出现腐蚀后强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降低。 

 

“Fixe Hely”化学锚栓 
关于锚栓：“Fixe Hardware”的最新款

化学锚栓是锻造的，由PLX/HCR双相不

锈钢制成，适合⅜〃或10 mm的孔。 

安装这些锚栓不需要槽口，轴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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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植筋胶抓住锚栓。眼孔是圆形的，绳索可以穿过它。 

我们的结果：不管是在拉力还是剪切力作用下，恰好在其MBS值附近从

混凝土表面下方断裂。我们的测试结果相当一致，因为锚栓没有“焊接”这个

变量。该网站显示3个方向的MBS均为28 kN，但每次拉力测试都没有超过28 
kN。上面的剧集仅展示了我们的剪力测试，我们最新的剧集同时展示了剪力

测试和拉力测试。 

 

水平挂片 
关于挂片：“Fixe Hardware”销售专为攀岩下放设计的挂片。将一个梅隆

锁挂入挂片后，绳索会平行于岩石而不会抵向岩石。他们确实出售带有焊接

环的挂片产品。如果锚点中的两个这种挂片距离太远，则会导致绳索在其中

扭曲。我们意外地测试了镀锌钢挂片，而不是他们的额定值为26 kN的304不
锈钢挂片。请仅使用不锈钢！ 

我们的结果：跟安装其他挂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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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Simpson Titen HD”混凝土自攻钉安装了这些挂片。它们的尺寸是⅜〃，

安装在⅜〃的孔中，适配⅜〃的挂片，并且易于拆卸，因此非常适合测试挂

片。进行拉伸测试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剪切测试显示出其值始终比MBS高
出约2 kN。 

            

“得伟”强力锚栓 
关于锚栓：“得伟”公司生产优质不锈钢楔块锚栓，

同时有不锈钢垫圈和

螺母。 

我们的结果：想

要破坏这些锚栓非常

困难，因为不是挂片

损坏了，就是混凝土破裂了，或者是我们的

液压不够给力。79号样本测试显示破断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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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kN，而幸运的是用的30 kN的挂片！我们喜欢“Fixe”挂片。这颗锚栓对于

坚硬的岩石来说真是棒极了，但在我们的砂岩测试中效果不佳，我们将在单

独的剧集中进行展示。它们在亚马逊上的售价约为每片3美元。 

 

⅜〃Red Head锚栓 
关于锚栓：“Red Head”是一个廉价品牌，其镀锌钢锚栓很诱人，因为它

们非常便宜。在蓝山（Blue Mountains）的软岩上有人安装过类似的锚栓，

已经导致了人员死亡。通常，短款的楔块锚栓不应安装在软岩中。该视频展

示了他们如何轻松地拆除锚栓。 

我们的结果：全新的锚栓确

实突破了20 kN，但周期性的负载和时间

会使其磨损。请使用优质的品牌，例如

“得伟”，或者从我们的攀岩锚栓制造商处

购买，并且仅在坚硬的岩石中使用这个款

式。我们通常连接的挂片为40 kN，因此

我们使用的锚栓也应该有相当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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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ion”挂片 
关于挂片：它们在亚马逊上销售价格为每片5美元。我从未听说过这个

品牌，但看起来很合规，是304不锈钢的。 

我 们 的 结 果 ： 我 们 使 用

“TitenHD”混凝土自攻钉进行测试，

对于我们的挂片测试来说，这款

自攻钉是坚不可摧的。我们没有

进行拉力测试，因为我们认为没

必要。MBS为30 kN，但我们的某次测试

得到了略低的值。如果有人想要使用它们，

看起来很好，但是我宁愿以3.35美元的价

格从“Fixe”购买PLX挂片，它在我们的测

试中强度是它的两倍，并且更耐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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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e”化学锚栓配“Hilti”植筋胶 
关于锚栓：“Fixe Hardware”出售这些锚栓已经很多年了。它们是很好的

化学锚栓，良好的弯曲半径，而且焊接得很好。安装的时候确实需要在孔旁

边开槽，从而将焊缝埋在植筋胶里。我相信他们将从现在开始已经在使用

PLX生产锚栓了。每颗锚栓的售价约9美元。 

我们的结果：我们在混凝土板中钻½〃

的孔，安装这些10 mm的锚栓，并使焊缝

背对受力方向。环氧树脂根本不会粘在

不锈钢上，尽管锚栓上有槽口，使用很

大的力也能将其从植筋胶中拔出。我们

只有部分拉力测试使焊缝断裂。环氧树

脂已过期4个月，但结果良好。我们不建

议使用过期的植筋胶，因为这真的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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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过期多久会不安全。不要为了节省20美元却让人冒着生命危险。 

     

 “Fixe”化学锚栓配“Liquid Rock 500”植筋胶 
关于植筋胶：“Liquid Rock 500”是一种经济实惠的环氧树脂，具有适当

的施工时间。我们意外地发现，太冷了就无法从胶筒中挤出来。“Hilti”植筋

胶很受欢迎，因此我们在锚栓中使用了与上述测试相同的“Fixe”化学锚栓，

但在“Liquid Rock 500”中对它们进行了测试，看它的保持力是否相同。 

我们的结果：每次都是焊接处断裂，没有将锚栓从植筋胶中拔出来。如

果焊缝会断裂，就没有必要进行剪切测试了。我们还对其他锚栓进行了拉力

和剪切测试，它们都在被拔出之前断裂。

如果天气不是太寒冷，那么这种植筋胶

太棒了！比“Set Xp”干燥得更快，我感

觉对于我使用来说很合适。我喜欢它能

适配普通的胶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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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脏孔中安装波形锚栓 
关于锚栓：波形锚栓流行采用6 mm的连续不锈钢杆制作，弯曲成波浪形。 

它们适合安装在½〃的孔中，但需要用锤子敲击才能插入。弯曲半径较

小，穿过它们的绳索强度会降低，但是用锁扣挂入它们是比挂入尖锐的挂片

更好。很少采用将绳索穿入其中的安装方式。 

我们的结果：我们用“AC100”植筋胶测试了波形锚栓，这是一种常用的

植筋胶，但是我们没有清理孔，想看看植筋胶会不会被拔出来，就像在“孔
之书”那一章节分享的某些照片那样。似乎没有任何达不到标准的情况，并

且我们获得了与干净的孔相同的结果，除了22 kN的结果是因为安装该锚栓

时出现了气泡。 

这说明用适当混合的植筋胶填

充整个孔非常重要。应该清洁孔，

但这很有趣，它没有影响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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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的结果，就不值得在这种情况下再测试脏孔的剪力。 
 
 
 
 
 
 
 

 
 
 

波形锚栓配“AC100”植筋胶 
关于锚栓：波形锚栓流行采用6 mm的连续不锈钢杆制作，弯曲成波浪形。

它们适合安装在½〃的孔中，但需要用锤

子敲击才能插入。弯曲半径较小，穿过它

们的绳索强度会降低，但是用锁扣挂入它

们比挂入尖锐的挂片更好。很少采用将绳

索穿入其中的安装方式。 

我们的结果：我们用“AC100”植筋胶

测试了波形锚栓，这是一种常用的植筋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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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页中的测试不同，我们确实清洁了孔。我们得到了与前一次测试一致

的拉力测试结果，锚栓即使是波形，一旦达到一定的力，也会从植筋胶上剥

离。剪切强度和锚栓拔出断裂强度几乎相同，这让我印象深刻，所以我认为

环氧树脂会有类似的结果。从理论上讲，环氧树脂的使用寿命比“AC100”长，

但它的流动性更强，尽管“AC100”的施工时间更短，但对用户更加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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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读完了本书！恭喜你！ 
 

如果你有其他信息反馈，更正确的信息或者只是需要修正错别字，请

通过“skylining@live.com”发送给我。我全年都会记录它，并在每次修改时

对其进行更新。 

在此播放列表观看我们所有的锚栓视

频。 

在“Youtube”上订阅，

然 后 在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关注我们。 

如果你阅读了整本书，

对你有帮助，请在“Paypal”
上捐款，或者支持我们的“Juno Coffee”创

业公司或购买T恤！如果你能做的是向我们的收件

箱发送鼓励邮件，我们也很喜欢！ 
 
 

 

在“www.HowNOTtoHighline.com”上获取我们的

其他优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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