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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筋用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预应力筋用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的产品分类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以及标

志 包装 运输 贮存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使用的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 当工程对产品有特殊要求时 尚需

遵守专门的规定

引用标准

工程结构设计基本术语和通用符号

公差与配合 未注公差尺寸的极限偏差

普通螺纹 公差与配合 直径

建筑机械锻造通用技术条件

建筑机械热处理通用技术条件

建筑机械加工通用技术条件

建筑机械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术语 符号

术语

锚具 在后张法结构或构件中 为保持预应力筋的拉力并将其传递到混凝土上所

用的永久性锚固装置

夹具 先张法结构或构件施工时 为保持预应力筋的拉力并将其固定在张拉台座 或设

备 上的临时性锚固装置 后张法结构或构件施工时 能将千斤顶 或其他张拉设备 的张拉力传递到预

应力筋的临时性锚固装置 又称工具锚

连接器 用于连接预应力筋的装置

预应力钢材 各种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 钢绞线和钢筋的统称

预应力筋 在预应力结构中用于建立预加应力的单根或成束的预应力钢

丝 钢绞线或钢筋

预应力筋锚具组装件 预应力筋和锚具组合装配而成

的受力单元

预应力筋夹具组装件 预应力筋和夹具组合装配而成的受

力单元

预应力筋连接器组装件 预应力筋和连接器组合装配

国家技术监督局 批准 实施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而成的受力单元

内缩量 预应力筋锚固过程中 由于锚具各零件之间 锚具与预应力筋之间的相对位

移和局部塑性变形所产生的预应力筋的回缩值

预应力筋锚具组装件的实测极限拉力

预应力筋锚具组装件在静载试验过程中达到的最大拉力

预应力筋夹具组装件的实测极限位力 预应

力筋夹具组装件在静载试验过程中达到的最大拉力

受力长度 锚具 夹具 连接器试验时 两锚具 夹具之间或锚具与连接器之间预应力筋的长度

符号

预应力筋锚具组装件的实测极限拉力

预应力筋锚具组装件中各根预应力钢材计算极限拉力之和

预应力筋夹具组装件的实测极限拉力

预应力筋夹具组装件中各根预应力钢材计算极限拉力之和

预应力筋锚具组装件达到实测极限拉力时的总应变

预应力筋锚具 夹具组装件中各根预应力钢材总截面面积

由预应力钢材中抽取的试件 在残余应变为 时样本的屈服强度平均值

由预应力钢材中抽取的试件 样本的极限抗拉强度平均值

由预应力钢材中抽取的试件 在应力达到屈服强度时样本的应变平均值

由预应力钢材中抽取的试件 在应力达到极限抗拉强度时样本的极限应变平均值

由预应力钢材中抽取的试件的截面面积平均值

由预应力钢材中抽取的试件的平均屈强比

由预应力钢材中抽取的试件样本极限应变的标准差

由预应力钢材中抽取的试件样本极限应变的变异系数

预应力筋锚具组装件静载试验测得的锚具效率系数

预应力筋夹具组装件静载试验测得的夹具效率系数

预应力筋的效率系数

产品分类 型号与标记

产品分类

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按锚固方式不同 可分为夹片式 支承式 锥塞式和握裹式四种 锚具按锚固性

能不同 可分为 类和 类两种

型号与标记

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的型号可以用两个汉语拼音字母表示 第一个字母为预应力体系代号 由研制

单位选定 无研制单位者可省略不写 第二个字母为锚具 夹具或连接器代号 见表

表

名 称 锚 具 夹 具 连接器

代 号

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的锚固方式代号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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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锚固方式 夹片式
支承式

螺纹 镦头
锥塞式 握裹式

代号

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的标记由型号 预应力钢材直径 预应力钢材根数和锚固方式等四部分组成

预应力体系代号

锚具 夹具或
连接器代号

预应力钢材
直径

预应力钢
材根数

锚固方式
代号

例如 锚固 根直径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的镦头锚具 标记为

技术要求

使用要求

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应具有可靠的锚固性能和足够的承载能力 以保证充分发挥预应力筋的强

度

按使用要求 锚具的锚固性能分为两类

类锚具 适用于承受动 静荷载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类锚具 仅用于有粘结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预应力筋应力变化不大的部位

基本特性

锚具的静载锚固性能 应由预应力筋锚具组装件静载试验测定的锚具效率系数 和达到实测

极限拉力时的总应变 确定

锚具效率系数 按下式计算

预应力筋锚具组装件中各根预应力钢材计算极限拉力之和 按下式计算

的取用 对于生产厂的型式检验 应按本标准附录 确定 对于生产厂的出厂检验 当预应力筋

为钢丝 钢绞线或热处理钢筋时 取 当预应力筋为冷拉 级钢筋时 取

锚具的静载锚固性能应同时符合下列要求

类锚具

类锚具

在预应力筋锚具组装件达到实测极限拉力时 全部零件均不应出现肉眼可见的裂缝或破坏

疲劳荷载性能

类锚具的预应力筋锚具组装件 除必须满足静载锚固性能外 尚须满足循环次数为 万次的疲

劳性能试验

当预应力钢材为钢丝 钢绞线或热处理钢筋时 试验应力上限取预应力钢材抗拉强度标准值的

应力幅度取

当预应力钢材为冷拉 级钢筋时 试验应力上限取预应力钢材抗拉强度标准值的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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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幅度取

试件经受 万次循环荷载后 预应力筋因锚具影响发生疲劳破坏的面积不应大于试件总截面面

积的

周期荷载性能

用于抗震结构中的锚具 还应满足循环次数为 次的周期荷载试验

当预应力钢材为钢丝 钢绞线或热处理钢筋时 试验应力上限取预应力钢材抗拉强度标准值的

下限取预应力钢材抗拉强度标准值的

当预应力钢材为冷拉 级钢筋时 试验应力上限取预应力钢材抗拉强度标准值 下限取预应

力钢材抗拉强度标准值的

试件经 次循环荷载后预应力筋不应发生破断

锚具宜满足分级张拉 补张拉以及放松预应力筋的要求

锚具或其附件上宜设置灌浆孔 灌浆孔应有保证浆液畅通的截面面积

夹具的静载锚固性能 应由预应力筋夹具组装件静载锚固试验测定的夹具效率系数 确定

夹具的静载锚固性能应符合

的取用 当预应力筋为钢丝 钢绞线或热处理钢筋时 取 当预应力筋为冷拉 级

钢筋时 取

在预应力筋夹具组装件达到实测极限拉力时 全部零件均不应出现肉眼可见的裂缝或破坏 应

有良好的自锚性能和松锚性能 需敲击才能松开的夹具 必须保证其对预应力筋的锚固没有影响 且对

操作人员安全不造成危险

用于后张法的连接器 必须符合 类锚具的性能要求 用于先张法的连接器必须符合夹具的性

能要求

材料要求

产品所使用的材料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并有机械性能 化学成分合格证明书 质量保证书或验收试

验报告

制造工艺要求

零件机械加工应符合 的有关规定

螺纹的未注精度等级 应不低于 中的

未注公差尺寸的公差等级 应不低于 中的

零件毛坯的锻造 应符合 的有关规定 锻件不得有锻造裂纹 过烧 折叠和局部晶粒粗大

等缺陷

零件应按照图样进行热处理 并应符合 的有关规定 不应产生裂缝 过烧和脱碳 所采用

的热处理工艺应能保证被测表面和零件工作表面金相组织 表面硬度一致

试验方法

一般规定

试验用的预应力筋锚具 夹具或连接器组装件应由全部零件和预应力筋组装而成 组装时不得

在锚固零件上添加影响锚固性能的物质 如金刚砂 石墨等 设计规定的除外 束中各根预应力筋应等

长平行 其受力长度不得小于

注 单根预应力筋的试件 受力长度不得小于

生产厂的型式检验和新产品试验所用的试件 应选用同一品种 同一规格中最高强度级别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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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钢材 用于多品种预应力钢材的锚具 夹具或连接器 应对每个品种进行试验

试验用的测力系统 其不确定度不得大于 测量总应变用的量具 其标距的不确定度不得大

于标柜的 指示应变的不确定度不得大于标距的 试验设备及仪器每年至少标定一次

静载试验

对于先安装锚具 夹具或连接器再张拉预应力筋的预应力体系 可直接用试验机或试验台座加

载 加载步骤为 按预应力钢材抗拉强度标准值的 分 级等速加载 加载速度每

分钟宜为 达到 后 持荷 随后逐步加载至破坏

对于先张拉预应力筋再锚固的预应力体系 应先用施工用的张拉设备 按预应力钢材抗拉强度

标准值的 分 级等速张拉达到 后锚固 持荷 再用试验设备逐步加载至

破坏

如果能证明预应力钢材在张拉后锚固对静载性能没有影响时 也可按 条的方法加载

试验过程中观察和测量项目应包括

各根预应力筋与锚具 夹具或连接器之间的相对位移

锚具 夹具或连接器各零件之间的相对位移

在达到预应力钢材抗拉强度标准值的 后 在持荷 时间内的锚具 夹具或连接器的变

形

试件的实测极限拉力

达到实测极限拉力时的总应变

试件的破坏部位与形式

全部试验结果均应作出记录 并据此计算锚具 夹具或连接器的锚固效率系数 或

疲劳试验

当疲劳试验机能力不够时 只要试验结果有代表性 在不改变试件中各根预应力钢材受力的条

件下 可将钢材根数适当减少 或用较小规格的试件 但最少不得低于实际预应力钢材根数的

以 的速度加载至试验应力下限值 再调节应力幅度达到规定值后 开始记录循环

次数

疲劳试验机的脉冲频率每分钟不得超过 次

周期荷载试验

以约 的速度加荷至试验应力上限值 再卸荷至试验应力下限值为第一周期 然后荷

载自下限值经上限值再回复到下限值为 个周期 重复 个周期

辅助性试验

对新型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 尚应按 进行辅助性试验

锚具和夹具的内缩量试验

试验的张拉力为有关设计规范规定的最大张拉控制应力 内缩量可根据锚固前后预应力筋拉力差

值计算 也可用测量锚固处预应力筋相对位移等方法直接测出 试验用的试件不得少于 个 取平均值

锚口摩阻损失试验

试验的张拉力为有关设计规范规定的最大张拉控制应力 测出锚具前后预应力差值 试验用的试

件不得少于 个 取平均值

张拉锚固工艺试验

用预应力张拉设备对锚具或用于后张法的连接器分 级将预应力筋张拉至有关设计规范规定的最

大张拉控制应力 每张拉 级锚固 次 张拉完毕后 放松应力

通过张拉锚固工艺试验观察

分级张拉或因张拉设备倒换行程需要临时锚固的可能性

经过多次张拉锚固后 预应力筋内各根预应力钢材受力的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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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拉发生故障时 将预应力筋全部放松的可能性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的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出厂检验为生产厂在每批产品交货前必须进行的检验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 一般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正式生产后 如结构 材料 工艺有较大改变 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正常生产时 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 每 至 年进行一次检验

产品长期停产后 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型式检验应由国家指定的质量检测机构进行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出厂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

类锚具及用于

后张法的连接器

外观

硬度

外观

硬度

静载试验 静载试验

疲劳试验

周期荷载试验

辅助性试验

类锚具 外观

硬度

静载试验

外观

硬度

静载试验

周期荷载试验

辅助性试验

夹具及用于先

张法的连接器

外观

硬度

静载试验

外观

硬度

静载试验

辅助性试验

产品组批 抽样方法

每批产品的数量是指同一类产品 同一批原材料 用同一种工艺一次投料生产的数量 每批不得超

过 套 外观检查抽取 且不少于 套 硬度检验抽取 且不少于 套 对其中有硬度要求

的零件做硬度检验 多孔夹片式锚具的夹片 每套至少抽取 片 静载锚固能力检验 疲劳荷载检验及

周期荷载检验各抽取 套试件的锚具 夹具或连接器

检验结果的判定

外观检验如表面无裂缝 尺寸符合设计要求 应判为合格 如有 套表面有裂缝或超过允许偏差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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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另取双倍数量重做检验 如仍有 套不符合要求 则应逐套检查 合格者方可使用

硬度检验每个零件测试 点 当硬度值符合设计要求的范围应判为合格 如有 个零件不合格 则

应另取双倍数量的零件重做检验 如仍有 个零件不合格 则应逐个检验 合格者方可使用

静载锚固能力检验 疲劳荷载检验及周期荷载检验如符合第 章技术要求的规定 应判为合格 如

有 个试件不符合要求 则另取双倍数量重做试验 如仍有 个试件不合格 则该批为不合格品

标志 包装 运输 贮存

标志

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应有制造厂名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或标记 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 对容易混淆

而又难于区分的锚固零件 如夹片 应有识别标记

包装

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出厂时应成箱包装 并应符合 的有关规定 包装箱内必须附有产品合格

证 装箱单和产品说明书

产品合格证内容包括

型号和规格

适用的预应力钢材品种 规格 强度等级

锚固性能类别

产品批号

出厂日期

质量合格签章

厂名 厂址

运输 贮存

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均应设专人保管 贮存 运输均应妥善保护 避免锈蚀 沾污 遭受机械损伤或散

失 临时性的保护措施应不影响安装操作的效果和永久性防锈措施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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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预应力筋效率系数计算

补充件

在预应力锚具 夹具或连接器组装件试验之前 必须进行单根预应力钢材的拉力试验 拉力试验的

试件应从组装件的预应力钢材中抽取 同一直径的同一批钢材为一批 每批随机抽取 个试件作

为试样

拉力试验时 应求出下列各项参数

预应力钢材抽样试件的截面面积平均值

预应力钢材抽样试件在残余应变为 时的屈服强度平均值

预应力钢材抽样试件的极限强度平均值

预应力钢材抽样试件在应力达到屈服强度时的应变平均值

预应力钢材抽样试件的极限应变平均值

预应力钢材抽样试件极限应变的标准差

预应力钢材抽样试件极限应变的变异系数

预应力钢材极限应变的变异系数可由下式计算得出

式中 分布的双侧分位数值 取置信度为

试件数量

标准差的置信系数

计算时 及 可按附表 取值

预应力筋的效率系数 可由下式求得

预应力钢材试件的平均屈强比可由下式求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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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提出

本标准由建设部建筑工程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归口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国公路桥梁建设总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天津市市

政工程勘测设计院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 四平市建筑机械厂 柳州市建筑机械总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负责起草人丁方儒 裴彇 陈中 鲁晶 张清杰 孔繁瑞 罗保恒 钱永龄 庄军生 杨福 黄

是勇

本标准委托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