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预应力张拉设备选型 

1、首先，依据施工的工作锚具孔数，按每孔 20吨的张拉力×锚具孔数，得出所选张拉千斤顶的型号与

吨位，如锚具为TUM15-11,20吨×锚具孔数11孔=220吨，从而得出所选张拉千斤顶的型号YCW250B-200，同

时还应注意工具锚在穿上钢绞线后是否能够整体穿过张拉千斤顶的中孔并有合理的间隙；然后依据工程需要

的张拉速度快慢选择超高压油泵的大小型号，如：选择快速张拉可选择ZB10/320-4/800型（在32MPa以下为

10升/分钟，在32MPa~80MPa之间为4升/分钟的大流量二级变量泵），如选择中速张拉可选择ZB4-500型（在

50MPa以下为2×2升，分左右两只控制阀，分别控制两个独立的油路，每路2升/分钟）。 

2、其次，选择张拉工具锚，依据施工的工作锚具孔数，依据张拉千斤顶上面安装限位板、工具锚的止口

直径大小来确定张拉工具锚外形直径，保证预应力筋能够对中张拉(大顶拉小孔位锚具应根据具体情况安装对

中垫环)，保证预应力筋在工作锚具与工具锚孔位排布对位不错位。 

    如工程须采用智能张拉设备进行高效精准张拉的，可选用 ZNB4-550智能张拉设备系统，可参考：

http:www.tumlz.com，它可有效保证预应力张拉工程精准性，防止因以次充好的施工现象发生，使预应力张

拉施工全过程具有实时记录的可查性。 

二、预应力张拉施工准备 

1、张拉机具的校验标定： 

   采用穿心式双作用千斤顶，千斤顶标定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且不超过 300次张拉使用周期。 

   油表精度为 1.0级防震型、标定张拉千斤顶的校正系数不大于 1.05。 

2、预应力钢绞线、锚具、夹具、连接器的检验 

①．钢绞线的检验 

    预应力钢绞线进场后应分批次验收，每批次中抽查 5%且不少于 5盘，每批次应不大于 60t，钢绞线应符

合《预应力混泥土用钢绞线》（GB/T 5224）的规定。验收时，应检验其、包装方法及标志内容是否齐全、正

确，钢绞线表面及规格是否符合要求，经运输、存放后有无、或影响与水泥浆粘结的。每批钢绞线进场后，

应取样进行检验，取样数量为 L=1.0m长钢绞线 6根(需报请监理旁站)，在弹性模量和力学性能试验合格后方

可使用。实测弹性模量要在施工记录上标明。 

②．锚具的检验 

    锚具、夹具和连接器应符合《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GB/T14370）的规定；锚具的每个验收

批次不超过 2000套；夹具和连接器的每个验收批次不超过 500套。 

锚具进场时，除应按出厂证明文件核对其锚固性能、型号、规格及数量外，尚应按下列规定进行验收； 

a、外观检查：应从每批中抽取 2%的锚具且不少于 10套样品，检查其外观和尺寸，如有一套表面有裂纹或超

过产品标准的允许偏差，则应另取双倍数量的锚具重做检查；如仍有一套不符合要求，则应逐套检查，合格

者方可使用； 

b、静载锚固性能试验：经从外观检查合格的产品中，抽取 6套锚具，组装成 3个预应力钢绞线锚具组装件，

进行静载锚固性能试验，如有一个试件不符合要求；则应另取双倍数量的锚具重做试验，如仍有一个试件不

符合要求，则该批锚具为不合格； 

③．夹具的检验 

    夹具的进场验收，只做静载锚固性能试验，其试验方法和要求与锚具相同； 

3、预应力筋下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下料长度应通过计算确定，计算时应考虑结构件的孔道长度、工作锚具厚度、千斤顶长度、弹性回缩值、

张拉伸长值和张拉工作长度等因素。 

（2）预应力筋的下料，应采用砂轮切割机或切断机切断，严禁采用电弧打断切割，否则，钢绞线受热会降低

钢绞线的抗拉强度性能，极易引起锚固的钢绞线滑丝飞溅。 

（3）固定端 P型锚具挤压套，应采用 JYJ50型挤压机挤压，挤压后的预应力筋外露出挤压套为 2~5mm，设



备型号可参考：www.tumlz.com 

（4）预应力束由多根钢绞线组成的应预先编束，钢绞线应当逐根梳理顺，防止缠绕，每隔 1~1.5M 用 1MM

铁丝绑扎牢固、理顺直。 

4、锚夹具安装、千斤顶定位 

    张拉前，在张拉位置搭设工作平台，工作平台应保证能摆放张拉设备和留有足够的作业空间。安装张拉

设备时，应使张拉力的作用线与孔道中心线重合；对曲线预应力钢绞线，应使张拉力的作用线与管道中心线

末端的切线重合，否则，将增加张拉时的摩擦阻力。夹片应使用φ20孔径的水管同时将两夹片均匀打入锚板

锥孔中，使两夹片外端面处于同一平面内，两夹片高差大于 2mm者应取出重新安装，锚板锥孔使用前应检查

内壁是否生锈，对生锈者应进行除锈处理后方可使用。 

5、技术准备 

（1）根据实际管道摩阻、锚口摩阻和喇叭口摩阻计算出实际张拉力，并通过千斤顶校验方程（千斤顶标定报

告书）计算出张拉依据的油表读数； 

（2）根据预应力束的各参数，计算出钢绞线理论伸长值 △LL=PP.L/AP. EP； 

   △L2------初应力以下的推算伸长值； 

   △L1------从初应力至最大张拉力间的实测伸长值。 

6、张拉前检查 

（l）检查确认梁体砼强度和弹性模量是否已达到设计施工要求。 

（2）检查千斤顶和油压表是否在校正期内，有无异常现象，特别注意表与顶的一一对应（依据千斤顶标定报

告书中千斤顶与油表的编号为对应）。 

（3）检查使用的预应力钢铰线是否准确，外露部位无损伤、扭结。 

（4）清除梁体张拉端锚垫板上杂物，以保证锚具与锚垫板的密贴。 

（5）检查灌浆孔有无堵塞，所有灌浆孔应在预应力施加前予以清除干净，以保持畅通。检查梁端砼张拉束应

力区域周围有无初始裂纹存在，并对初始裂纹做好标识，便于对裂纹后期观察。 

（6）张拉设备油管各接头后，在未装上工具锚前应双向打出千斤顶到头与回程到头并持荷 5MPa且不降压，

以达到排空气与检查张拉设备系统是否漏油损坏。 

（7）张拉前应出具有主管工程技术员出具油表读数及伸长量控制通知单，。 

（8）张拉前应确认工作锚环、工作夹片、限位板、工具锚环、工具夹片无损坏。 

（9）仔细检查每一块锚垫板下的混泥土是否密实无空洞，否则应采取措施处理好问题后才能进行张拉。 

 

3、预应力的施加 

                                                                                             
1、当梁体拆模后混凝土强度达到初张拉条件时，按初张拉、终张拉二个阶段进行；如梁体设计图有要求的张

拉，按设计要求进行张拉。对曲线预应力筋，依规范应当采取两端张拉的方式进行。 

2、初张拉:箱梁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时，无设计要求的混凝土张拉强度时需不低于设计强度等级值的

80%，弹性模量不低于砼的 28d弹性模量的 80%。 

对预制梁进行初张拉（初应力为张拉控制应力δcon 的 10%~25%）。张拉数量、张拉力、张拉顺序符合设计

要求。 

3、终张拉：即设计要求的张拉控制应力。张拉数量、张拉力、张拉顺序应符合设计要求。 

4、张拉操作步骤 

①预张拉、初张拉张拉操作步骤：0→20%δ预、初（作伸长量标记：测量油缸伸长量，工具夹片外露量）

→δ预、初（静停持荷 5分钟）→补拉到δ预、初（测量伸长值：测量油缸伸长量，工具夹片外露量，校核伸长



值）→锚固→分级回油卸载（测量工作夹片外露量）。 

   ②未经预初张拉的钢铰线终张拉程序： 

0→20%δ终(作伸长量标记：测量油缸伸长量，工具夹片外露量) →δ终（静停持荷 5 分钟) →补拉到δ终(测

伸长值：测量油缸伸长量，工具夹片外露量，校核伸长值) →锚固→分级回油卸载(测量工作夹片外露量)； 

   ③经预初张拉后的钢铰线终张拉程序： 

0→δ预、初(作伸长量标记：测量油缸伸长量，工具夹片外露量) →δ终(静停持荷 5 分钟) →补拉到δ终(测伸

长值：测量油缸伸长量，工具夹片外露量，校核伸长值) →锚固→分级回油卸载(测量工作夹片外露量)； 

   ③在滑丝状态下应进行放张，放张操作步骤：终张拉控制应力(伸长量到终张拉的伸长量值) →超张拉控

制应力(做伸长标记)一缓慢回油(一边回油一边观察夹片，发现夹片松弛立即应细铁钩钩出夹片)。 

5、几个需注意的问题 

（1）预应力施加时，预应力筋、锚具和千斤顶三中心应位于同一轴线上（需工作锚、限位板、工具锚、张拉

千斤顶的对中匹配）。 

（2）预应力张拉采用两端分级加载、两端两侧同时对称张拉工艺，并保持两端的伸长量基本一致。张拉时根

据实测的管道摩阻及喇叭口摩阻试验数据，调整张拉力，实行张拉力和伸长值指标双控，张拉以张拉力控制

（对应的油压表读数）为主，以钢束伸长值进行校核，实际张拉伸长值与理论伸长值应控制在±6%范围以内，

每端锚具回缩量应控制在 6mm以内。 

（3）针对已进行预张拉和初张拉的钢绞线束进行终张拉时，先应分级加载到预张拉或初张拉设计吨位并测量

油缸伸长量、工具夹片外露量，再继续分级加载到张拉设计吨位并测量油缸伸长量，工具夹片外露量。最终

实际伸长值应为：本次张拉实际伸长值与（预）初张拉实际伸长值之和。 

（4）计算出实际伸长量后应与理论伸长量△1+△2)进行对比复核，确认误差控制在±6%范围内，如果实测

伸长值与理论伸长值之差超出±6%，须查明原因，重新进行张拉。 

（5）张拉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需要更换钢绞线重新张拉： 

   1.后期张拉时发现早期张拉的锚具当中夹片断裂者；2.锚具内夹片错牙在 4mm以上者；3.锚具内夹片断裂

在两片以上者（含有错牙的两片断裂）；4.锚板裂纹损坏者；5.切割钢绞线时发生滑丝者。 

（6）张拉过程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千斤顶后方不得站人，并加设安全防护板，也不得踩踏、压重、攀扶、

拖拉高压油管，测量伸长值或处理断、滑丝，操作人员要站在千斤顶侧面，油泵开动过程中司泵人必需一直

在岗。 

（7）终张拉完成检查确认无滑丝、断丝现象，留出压浆口，即可封锚头，利于尽快达到锚头密封尽快灌浆（应

在张拉锚固后 48 小时内完成），钢绞线宜在压浆后用角磨机切割多余钢绞线，钢绞线距离工作夹片不小于

3mm。 

（8）压浆料不得含有氯盐、亚硝酸盐或其他对预应力筋有腐蚀作用的成分。 

（9）压浆宜采用真空辅助压浆工艺。 

（10）在压浆浆液强度未到规定强度时严禁移运和吊装。 

6、滑丝与断丝处理 

（1）退锚： 

    滑丝在张拉过程中发生时，应立即停止张拉，并将千斤顶与限位板退除后在千斤顶与锚板之间安装上特

制的退锚处理器，缓慢进行退锚张拉。退锚张拉应力大于原张拉吨位，但不得大于 0.85倍钢铰线抗拉极限强

度。借张拉钢铰线束带出夹片，然后用小钢针ϕ 5mm 高强钢丝端头磨尖制成)，从退锚处理器的空口处取出

夹片，不让夹片在千斤顶回油时随钢绞线内缩。取完所有夹片，两端千斤顶回油，拔掉退锚处理器。 

（2）退锚完成后，更换钢绞线，装上锚夹具，重新进行张拉。 

（3）预应力筋断裂或滑丝数量不超过预应力筋总数的 1%，并不得位于梁体同一侧，且每束内断丝不得超过

1丝。 



    需注意放张的技巧：需活塞外伸出一段合理的距离时才能打紧工具锚的工具夹片进行张拉，以防止放张

而整体被钢绞线残余应力锁住张千斤顶无法取出。 

4、切割预应力筋 

1、于张拉完毕封锚头后确认无滑、断丝时可进行钢铰线头的切割，割丝处距离夹片外 3-5 cm切割，不得侵

入保护层。 

2、采用手持砂轮机切割钢铰线时要注意钢铰线根部的保护，避免过高的.火焰温度传到锚具内，损伤孔内钢

铰线。同时对其周围的钢铰线锚具采取保护，切忌火花，溶渣溅滴到周围钢铰线和锚具上。 

3、严禁用电弧切割钢绞线。 

5、张拉质量控制要点 

1、终张拉前三控 强度、弹模、龄期 

2、三同心一预留管道、锚具、千斤顶三者同心；（预埋件工作锚垫板与预应力束接口处应保持同轴，锚板成

力面与预应力束应垂直，否则锚口摩阻剧增） 

两同步一两端(两侧)同步张拉，同时达到同一荷载值。不同步率(5%一 10%) （指挥端稳住油速，指挥端

与对面，每MPa呼应一次） 

3、张拉中的三控一“应力、应变、时间” 

   应力一按管道摩阻实测并调整的锚外(锚下)应力，考虑千斤顶实际校正系数造成的损失，再按千斤顶实测

面积计算出的油表读数，控制张拉应力； 

   应变一两端伸长量相差最大不得大于 10%。(否则与实测管道摩阻差别较大)； 

    两端总伸长量之和，与按进场检验的实际弹模计算的伸长量相差不大于±6%； 

   时间一在本场的 6k作用下持荷 2min 。(随时补油压) 

4、以油压表读数为主、以钢绞线的伸长量作校核，以双控为依据每束仔细核对检查，出现问题及时解决后再

进行下一次张拉。 

5、验收标准 

合格指标  每束钢绞线断丝或滑丝≤1丝；  24h  滑断丝不超过 1%  不在同侧同束 

（1）夹片 3项： 

回缩量≤6mm/端 

外露量不大于 4mm 

错位不大于 2mm 

（2）24h后的滑断丝数 1%  且不同侧、同束，每束钢绞线断丝或滑丝≤1丝； 

（3）割丝长度“双控”： 

预防滑丝—钢绞线外露 30±5mrn； 

预应力筋保护层一钢绞线端头距梁端面≥40mm。 

     

6、管道压浆 

1、压浆材料与设备 

（1）压浆水泥采用低碱普通硅酸盐水泥或其他对预应力筋无腐蚀作用成分的水泥。 

（2）搅拌机转速应大于 1000r/min，浆叶的最高线速度不小于 15 m/s；压浆机采用连续式泵，其压力表最 

小分度值不大于 0.1 MPa 。 

2、压浆准备工作 

（1）检查各种压浆设备及过滤网，相关计量器具是否正常，且在有效期内。并进行试运转，检查输浆管是否

畅通。 



（2）开盘前由计量试验员出具施工配合比通知单，质检人员确认水泥、灌浆剂质量必须合格，数量满足需求。 

（3）检查预施应力的锚固情况，如有不良现象，采取措施处理后方可压浆。 

（4）水电供应系统能否保证，做好意外停电的措施准备，并能及时切换供电，保证施工时正常运转。 

（5）搅拌前，必须清洗搅拌机，不得有残渣。清理后，湿润设备，随后排除设备中的积水，使设备中无可见

明水为止。并检查搅拌机过滤网是否破漏，过滤网空格不得大于 2X2mm。 

（6）将灌浆阀、排气阀全都关闭，抽真空阀打开，启动真空泵抽真空，观察真空压力表读数，当管内真空度

维持在-0.06一-0.08MPa时，停泵约 1分钟时间，若压力能保持不变，即可认为孔道能达到并维持真空。 

（7）应清除孔道内杂物和积水。 

3、施工方法 

（1）压浆工艺及质量控制流程见图： 

 

（2）至少在正式压浆前 24 小时，将锚头部位锚具与支承垫板接触面的缝隙和锚环与夹片间的钢绞线之间的



间隙用较干的混泥土或环氧砂浆密封好。 

（3）严格掌控水泥浆配合比，浆体材料配料误差不得大于±1 %； 

（4）压浆料搅拌操作顺序：先在搅拌机中加入实际拌和水的 80-90%，进行高速搅拌，再均匀加入全部压浆

剂，边加水边搅拌，然后加入全部水泥，搅拌 2分钟，最后加入剩下的 10-20%的水，继续搅拌 2分钟（搅

拌总时间不宜超过 4min）。如果浆体表面气泡较多，则适当降低搅拌速度，搅拌完毕，略加放置，刮去表面

的浮浆。浆体搅拌完毕后，禁止另行加不调整其流动度。 

（5）将调好的水泥浆放入储浆罐，并检验搅拌罐内浆体流动度。储浆罐水泥浆进口处设 2.0mm ×2.0mm过

滤网，以防杂物堵管。 

（6）灌浆顺序：先下后上。首先由一端以 0.6MPa的恒压力向另一端压送水泥浆，管道出浆口应装有三通管，

当确认出浆浓度与进浆浓度一致时，方可在 0.50-0.60MPa下封闭持压 3min，压浆最大压力不宜超过 0.60MPa。

若无漏浆则关闭进浆阀门卸下输浆胶管。 

（7）灌浆用的胶管一般不超过 30m，若超过 30m则压力增加 0.1MPa。水泥浆搅拌结束至压入管道的时间间

隔不应超过 40min。 

4、灌浆： 

（1）在水泥浆倒入储浆罐中，引到灌浆泵，开启灌浆泵，使浆体从灌浆高压橡胶管排出，以排除灌浆管中的

空气、水和稀浆。当排出的浆体流动度与搅拌罐中浆体的流动度一致时，暂时关闭灌浆泵，将高压橡胶管出

口端接到孔道的灌浆管上，扎牢。 

（2）启动真空泵，当真空值达到并维持在-0.06－-0.08MPa 时，打开灌浆阀，启动灌浆阀泵，开始灌浆，灌

浆过程中真空泵保持连续作业。 

（3）待抽真空端的透明塑料管内有浆体经过时，关掉真空泵前端的真空阀，关掉真空泵，水泥浆会自动从出

浆口中顺畅流出，待稠度与灌如浆体相当时，关闭抽出浆端所有阀门。 

（4）灌浆泵继续工作，当灌浆端排气孔流出的浆体稠度与灌入的浆体稠度相同时，在 0.50-0.60MPa压力下，

封闭持压 3 min，完成排气和泌水，使孔道内浆体密实饱满，完成灌浆，关闭灌浆泵和灌浆端所有阀门。 

5、压浆质量控制要点 

（1）在终张拉结束后 48h内进行管道真空压浆。水泥浆自搅拌结束至压入管道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 40min，

管道压浆控制在正温下施工，并保证无积水无结冰现象。压浆时及压浆后 3天内，梁体及梁体周边环境温度

不得低于 5℃。冬季压浆时要采取保温措施。 

（2）同一管道压浆连续进行，一次完成。压浆次序自下而上，比较集中和邻近的孔道，应先连续压浆完成，

以免串到邻孔的水泥浆凝固、堵塞孔道。 

（3）启动真空泵前首先注满水箱的水，使真空泵能正常运转，达到为真空泵降温的目的；电动机的转向按外

壳指示方向操作，以免水箱的水流入真空箱;每次注浆完毕，须对管道和阀门等清洗。 

（4）压浆过程中经常检查压浆管道是否堵塞和漏浆。如不能连续一次灌满或间隔时间超过 30 分钟，立即用

水冲洗干净，待处理后再压浆。 

（5）压浆后应检查压浆料的密实情况，如有不实，应及时补灌，必须使压浆孔完全密实。 

（6）禁止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流动度不够额外加水。 

（7）在随梁养护的压浆水泥浆试件强度达到 35MPa及以上时，方可进行梁体起吊或移动。 

（8）工作完毕，全面冲洗设备，清理场地。 

（9）填写孔道压浆施工记录。 

 

7、封锚 

1、封锚混凝土施工 

（1）凿毛 

割丝完成后，对需封锚的梁端四周混凝土进行凿毛，要求深度不小于 5mm，且不得有切割钢绞线留下的铁屑。 



（2）清洁 

凿毛后对表面的粘浆和锚环外面上粘附的灰浆清理铲除干净。 

（3）涂刷防水涂料 

锚具上灰浆等清除干净后，在锚环上涂刷一层防水涂料，涂刷要均匀。 

（4）安设封锚钢筋网片 

用一端带有螺纹的短钢筋安装于锚垫板螺栓孔，与封锚梁端钢筋网焊接绑扎在一起，以保证封锚混凝土与

梁体连为一体，焊接应避开预应力锚固组件。 

（5）关模浇注梁端混泥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