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03380 章
後拉法預力混凝土

1.

通則

1.1

本章概要
說明高架橋、橋梁及其他構造物後拉法預力混凝土之材料及附屬配件、
設備、施工及檢驗等相關規定。

1.2

工作範圍

1.2.1

預拌混凝土

1.2.2

鋼筋

1.2.3

模板

1.2.4

套管

1.2.5

灌漿

1.2.6

預力鋼材

1.2.7

端錨

1.2.8

續接器

1.3

相關章節

1.3.1

第 03050 章--混凝土基本材料及施工一般要求

1.3.2

第 03110 章--場鑄結構混凝土用模板

1.3.3

第 03150 章--混凝土附屬品

1.3.4

第 03210 章--鋼筋

1.3.5

第 03310 章--結構用混凝土

1.3.6

第 03390 章--混凝土養護

1.4

相關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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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 CNS 486 A3005

粗細粒料篩析法

(2) CNS 489 A3008

細粒料表面含水率試驗法

(3) CNS 490 A3009

粗粒料（37.5mm 以下）磨損試驗法

(4) CNS 491 A3010

粒料內小於試驗篩 75μm CNS 386 材料含量試
驗法(水洗法)

1.4.2

(5) CNS 1167 A3031

使用硫酸鈉或硫酸鎂之粒料健度試驗法

(6) CNS 1171 A3035

粒料中土塊與易碎顆粒試驗法

(7) CNS 1174 A3038

新拌混凝土取樣法

(8) CNS 1176 A3040

混凝土坍度試驗法

(9) CNS 1231 A3044

工地混凝土試體製作及養護法

(10) CNS 1240 A2029

混凝土粒料

(11) CNS 2466 A2036

圬工灌漿用粒料

(12) CNS 3036 A2040

混凝土用飛灰及天然或煆燒卜作嵐攙和物

(13) CNS 3090 A2042

預拌混凝土

(14) CNS 3332 G3073

預力混凝土應力消除無被覆鋼線及鋼絞線

(15) CNS 8695 G3168

預力混凝土用硬鋼線

(16) CNS 9272 G3192

預力混凝土用鋼筋

(17) CNS 10990 A3210

粒料中輕質顆粒含量試驗法

(18) CNS 12833 A2245

流動化混凝土用化學摻料

美國材料試驗協會（ASTM）
(1) ASTM A416

預力混凝土用解除應力之無被覆 7 股鋼絞線
GR270

1.4.3

(2) ASTM A421

預力混凝土用並消除應力之無被覆鋼線

(3) ASTM A722

預力混凝土用無被覆高拉力鋼棒

(4) ASTM C494

混凝土用化學摻料

預力混凝土學會（PCI）
(1) 預鑄預力混凝土廠及產品製造之品質控制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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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日本工業規格協會
(1) JIS K6760 HDPE

1.5

資料送審

1.5.1

品質計畫

1.5.2

施工計畫

1.5.3

施工製造圖

高密度聚乙烯塑膠套管

(1) 預力工程所擬採用產品之相關圖說及計算書，應經由持有執照之技
師簽認。
(2) 應包括下述資料：
A. 預力混凝土構造物施工所使用設備及施工程序之說明。
B. 套管施工與定位之方法、預力鋼材之尺度、單位重量、材料與應
力之等級、千斤頂之淨空與施作程序、施預力之順序、初始張力、
測定載重之壓力計或載重計、計算之摩擦力與彈性縮短之損失與
鋼材之伸長度、端錨之細節與端錨滑動損失、預力續接與灌漿之
程序、鋼材之配置及對拱度、淨空與混凝土尺度之規定。
C. 製造場與工地之裝卸、運送、儲存及安裝之詳細作業程序。如有
需要，應提供相關設計之計算書。預埋桿件包括但不限於嵌入物
件、端錨、預力續接器、配件、管道之開孔及端錨之凹處等應予
以標註。
D. 預力施作擬採用之方法及材料之詳細說明及計算，包含與圖示不
同之新增或重新安排之鋼筋。有關預力鋼材位置與端錨之配置，
均須計算繪製細部圖，以能符合設計需求並避免互相衝突為準，
且應與埋入混凝土內之物件相互配合。圖說上細節之更改或重新
安排應經過許可後方可施作。檢查鋼材周圍是否有足夠之間距，
使混凝土澆置時能完全緊密包裹。安裝之順序應擬定計畫，使埋
入預力混凝土構造物內之諸多構件減少安裝配合之問題。提供拱
度之計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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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鋼材之應力╱應變曲線，說明在端錨安裝後之正常預期滑動量，
與設計計算之假設值之對照。提供預力鋼材與套管材料間之預期
摩擦擺動係數與摩擦曲率係數。每一鋼材應附完整之應力圖。
F. 材料明細表、裝配圖與其他工作相關連之細節。
G. 提出端錨鈑之尺度、厚度之細節、設計計算書及各系統確保可安
全的將預力傳遞至端錨部分所需之鋼筋量。標註安裝於端錨區及
圍繞鋼材位置四周之加勁鋼筋之數量、尺度及排列方式，以防止
預力施作後導致混凝土爆裂或拉裂。
H. 預力續接器規格及其使用位置之規定。
I. 壓力灌漿之設備、材料配比及施工方法之相關規定。
1.5.4

工作圖
(1) 提送模板工程、工作圖及必要之計算書。
(2) 於施築構造物時，應按實際需要考慮垂撓修正，以達成圖示之線形
及斜度要求。
(3) 將澆置及施作後拉法預力時所應考慮加諸構造物之載重、外力及預
應力等估計在內。
(4) 鋼材工作圖。

1.5.5

廠商資料

1.5.6

材料應提送樣品 3 份。

1.5.7

證明文件
(1) 預力鋼材
預力鋼材之工廠出廠證明，說明本工程使用之每種尺度之物理性、
化學性及應力╱應變之材料試驗，包含彈性模數、保證之最小極限
張力及降伏強度。
A. 預力混凝土所使用之預力鋼材應符合規定。
B. 鋼材運送至工地前，應提送證明書。
C. 證明書應隨於每一批鋼材送達。
(2) 端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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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靜力試驗：受應力之端錨，至少在預力鋼材之最小指定極限應力
之 95%時，無超過預期之變形；鋼材在承受極限載重時，以最小
300cm 計量長，其總伸長量不應小於 2%。鋼材之試驗方法，應能
精確決定降伏應力、極限應力及完整鋼材伸長量之百分比，以確
保均能符合本規範之規定。
(3) 套管強度及水密性之檢驗規範。
(4) 液壓式千斤頂
A. 每一液壓式千斤頂應提交認證之刻劃校正曲線。
(5) 混凝土之試驗報告
A. 混凝土試驗：依「第 03310 章--結構用混凝土」之規定。
(6) 套管試驗、後拉系統試驗、施工及管理紀錄。
1.5.8

計算書及施工紀錄
(1) 規定之計算書。
(2) 每一構造物構件於完成後拉施預力後，即刻送繳鋼材伸長紀錄。

1.5.9

安裝者之資格
(1) 後拉法預力之施作，應由對此類施作程序富有經驗且曾經成功完成
安裝任務之人員直接控制及監督。
(2) 提送安裝者之姓名、資格及最近曾施作此類工作之經驗證明。
(3) 安裝者資格經核可前，不得開始施作。

1.6

運送、儲存及處理

1.6.1

預力鋼材
(1) 預力鋼材自製造到灌漿黏裹或包覆於混凝土中之整個過程，應隨時
保護以避免遭受損壞、銹蝕或腐蝕；物理性損壞之預力鋼材應予退
貨，銹蝕或腐蝕得為退貨之理由。
(2) 在裝貨運送及儲存時，應將預力鋼材以貨櫃或裝運箱包裝，以避免
其遭受損壞或腐蝕，可置放防腐蝕劑於包裝袋或包裝盒內或使用可
攜帶式之防腐蝕箱之包裝材料。如經核可，得直接使用防腐蝕劑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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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材上。
(3) 所使用防腐蝕劑應對於鋼材、混凝土及混凝土對鋼材之黏裹強度均
無不利之影響。
(4) 被損壞之包裝袋或包裝箱盒應予以更換或修護至原狀。
(5) 裝貨袋或包裝箱外註明清楚：本包裝箱內裝有預力鋼材及裝卸時應
注意事項。並應標明鋼材之型號、種類、數量及使用之防蝕劑置放
日期，並包含其安全使用之建議與說明書。
(6) 準備施加後拉預力之預力鋼材於混凝土澆置及養護前，先行安裝於
結構體內時，應於套管內或套管內之鋼材上施以防蝕措施，至灌漿
完成，以防生鏽或腐蝕。
1.6.2

構造物構件
(1) 製造完成之構造物及其組件於裝卸、儲存及運送時應避免其受損
壞。
(2) 梁應始終維持於正立之位置。

2.

產品

2.1

材料

2.1.1

混凝土
除另有規定外，應使用「第 03050 章--混凝土基本材料及施工一般要求」
規定之 350kgf/cm2 混凝土。

2.1.2

灌漿
灌漿之材料，應依照「第 03050 章--混凝土基本材料及施工一般要求」
及 CNS 2466 A2036 圬工灌漿粒料之規定。如使用卜作嵐攙合物者，應依
照 CNS 3036 A2040 之規定辦理。

2.1.3

模板
依照「第 03110 章--場鑄結構混凝土用模板」規定辦理。

2.1.4

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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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第 03210 章--鋼筋」規定辦理。
2.1.5

附屬品
依照「第 03150 章--混凝土附屬品」規定辦理。

2.1.6

預力鋼材
(1) 鋼絞線：依照 CNS 3332 G3073 或 ASTM A416, GR270 之規定辦理。
(2) 鋼線：依照 CNS 8695 G3168 或 ASTM A421 之規定辦理。
(3) 預力鋼棒：依照 CNS 9272 G3192 或 ASTM A722 之規定辦理。
(4) 經加溫解除應力之預力鋼材，其承壓端配合端錨螺帽，必須能符合
規定之破壞強度、降伏強度、伸長度、成份及其他相關規定，經核
准後使用。
(5) 禁止使用油浸回火之鋼材。

2.1.7

後拉法端錨及預力續接器
(1) 後拉法端錨（含施預力端之端錨及固定端之端錨）及預力續接器應
具有在被端錨或銜接之預力鋼材達到其規格所定之要求抗拉荷重
值前，不被破壞或不產生顯著變形之結構強度。
A. 黏裹鋼材之端錨在無黏裹狀況下進行試驗，端錨之強度須達鋼材
極限強度之 95%，且在端錨時其變形量與滑動量不得超過預計
值。
B. 端錨強度未達鋼材極限強度之 100%者，須以全尺度斷面之鋼材在
黏裹狀況下進行強度試驗，以證明在極限載重下，鋼材介於最高
應力區與端錨間之長度所發展之黏裹力，可達鋼材極限強度之
100%方可使用。黏裹鋼材之端錨在無黏裹狀況下已達鋼材極限強
度之 100%時，則不須於黏裹狀況下進行試驗。
C. 無黏裹預力鋼材之端錨，當其達到規定最小極限強度時，端錨應
僅產生小量之永久變形，不致因而降低預期之極限強度。
D. 鋼材在極限載重下，以 3m 以上標點間距量測所得之總伸長不得
低於 2%。
(2) 預力續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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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預力續接器僅能使用於契約圖說規定或經工程司許可之位置。所
有預力續接器須於承受預力鋼材之最小規定強度下，預力續接器
或鋼材所產生之變位量均不得超過其預計值，且為使鋼材具足夠
之韌性，其伸長率不得低於規定之最小伸長率 2%。
B. 預力續接器分為固定續接器及可動續接器 2 種，固定續接器為接
續原已設置並經施畢預力端錨後之鋼材，但後續段施預力時，前
段已灌漿固結預力鋼材不再受力伸張。可動續接器為接續原已設
置但尚未施預力之鋼絞索。續接處之強度不得低於原鋼材之部份，
並不得產生足以影響應力傳遞之滑動。預力續接器用於黏裹鋼材
時應有必要之設施以確保灌漿之完整性。
2.1.8

套管
(1) 套管為鍍鋅鐵套管或 HDPE 高密度聚乙烯塑膠套管。
(2) 在施工中其強度足以維持其形狀並避免被破壞。
(3) 能阻絕水泥漿及混凝土所含水進入管內。
(4) 不致使混凝土產生電解作用或變質。
(5) 需要灌漿時，應確保其符合下列條件：
A. 套管內徑應較鋼材之直徑大 6mm 以上；以平行鋼線組成之鋼材，
其套管之內截面積至少應較鋼材面積大 100%。
B. 套管在其每一終端及每一高點應有灌漿孔。
C. 套管在低點處應有排水孔。
(6) 套管接頭應能防止水泥漿滲入，如有需要，接頭可以膠帶封密。灌
漿孔應裝設阻絕閥。灌漿孔及通氣孔與套管連接處應以扣件固定
之。

2.1.9

防腐蝕劑：水溶性油質。

2.2

工廠品質管理

2.2.1

混凝土
除另有規定外，混凝土之採樣及試驗頻率均應依照「第 03050 章--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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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基本材料及施工一般要求」之規定辦理。
2.2.2

預力鋼材、端錨、預力續接器
(1) 擬使用之預力鋼材、端錨、預力續結器等，均應按各爐、盤、捲、
批、組檢送樣品審查。預力鋼材提送測試時，應附送證明書，註明
製造廠商所保證之最小極限抗拉強度，在安裝前應提送各個製造廠
商每一型鋼材之試驗報告。
(2) 提供測試之材料及設備。
(3) 鋼材應按各爐、盤、捲、批等編號標識貼上標籤後，始可運送至工
地，以便在工地能準確辨認每一批貨。對於要安裝之每 1 組端錨之
裝備零件及預力續接器，均應標示清楚。
(4) 未經明確標示之預力鋼材、端錨裝備零件及預力續接器送至工地，
應予退貨。
(5) 預力鋼材由工程司在工廠或工地選取後，提送樣品。
A. 鋼材：每一批或每一捲鋼材應每種尺度各取 1 個樣品。
B. 每一型號之預力鋼材如為工廠預製，應檢送 1 支 150cm 長之預力
鋼材樣品，包含端錨組件。如係工地現場安裝，則每一組鋼材，
包含末端之組件，應依照設計之長度預留 150cm 長之高拉力鋼材
樣品，並包含端錨組件。
C. 如預力鋼材為鋼棒，應檢送 1 支 150cm 長之樣品，一端裝端錨，
如在鋼棒上使用續接器，應提送 2 支 120cm 長之鋼棒，及 1 支鋼
棒續接器。
(6) 工廠預製之鋼材，應於開始安裝端板或端錨前至少 10 工作天前通
知工程司，工程司於端板及端錨在工廠進行安裝期間，得進行檢查，
對於預定送至工地之材料亦將安排檢驗。
(7) 工廠預製之鋼材未獲得工程司之認可前，不得送至工地，送至工地
前應按規定於鋼材上附貼標籤。
(8) 經工程司認可之材料，如日後被損壞或發現有缺點，工程司得拒絕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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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

3.1

施工方法

3.1.1

混凝土
(1) 拌和及澆置
A. 拌和混凝土應符合「第 03050 章--混凝土基本材料及施工一般要
求」之規定，及下列之補充規定：
a. 不得使用含有氯、氟、或硝酸鹽之摻料。
b. 如使用 2 種以上之摻料，此種摻料須能相容，於拌和時並應分
別加入。
B. 澆置混凝土：依照「第 03310 章--結構用混凝土」之規定辦理。
(2) 取樣及測試
A. 取樣及測試應依規定執行。
(3) 鋼筋之混凝土保護：依照「第 03210 章--鋼筋」規定辦理。
(4) 混凝土之搗實
A. 依核准及下列之規定適當使用振動器搗實混凝土：
a. 內振動器只能用於足以容納振動器之斷面。
b. 於較小斷面或擠型斷面或滑動模板方式生產之斷面上，使用外
振動器。
c. 在水平版上使用表面振動器或勻平振動器。
B. 使用頻率每分鐘至少 7,000 次振動之振動器，或經核准更高頻率
者，振動器只可用以搗實，不可用於推移模板上之混凝土。
(5) 修補
A. 由繫桿或臨時嵌入物所遺留之孔洞，應徹底清潔並使用與混凝土
同類之砂及水泥所組成之堅硬砂漿填入並以錘搗實；於張力之區
域，採用經核可之環氧樹脂以修補、結合洞孔。
B. 構件之蜂窩如深至使預力鋼材或套管暴露時，經工程司檢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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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其結構之強度受損明顯時，該構件將予以退件。
C. 蜂窩部分之修整，應先打除疏鬆之材料，並深入鑿切直至粗粒料
破損為止，覆蓋 1 層環氧樹脂接合劑於蜂窩區域，並用符合現有
混凝土顏色及強度之水泥砂漿修補，所擬採用之方法及材料需經
核可。
(6) 養護：依照「第 03390 章--混凝土養護」之規定辦理。
(7) 修飾
A. 混凝土修飾種類：暴露面需為清水模板。
3.1.2

模板
(1) 確保模板連接之平整緊密，以防止水泥漿滲漏。於澆置時，保持模
板之正確位置，每次澆置須檢測模板之對線及坡度。
(2) 應考慮澆置及養護期間，模板可能發生之相對位移。於模板、繫桿、
嵌入物、隔板及其他附件之工作圖中，詳述模板之安裝及繫件，不
得產生相對位移或對模板及構件造成損害。在後拉法預力施作時，
應確認支承構件之軸承裝置可自由轉動，伸展軸承能自由平移。
(3) 在混凝土澆置前確實清理模板，不可使脫模劑積聚於模板之底部。
(4) 使用有效的脫模劑處理與混凝土接觸的表面。
(5) 應避免鋼材遭受脫模劑、污泥、油脂或其他有害物質之沾染。
(6) 於酷寒及融雪之地區，應預留排水孔隙。
(7) 應於預力構件中埋設螺栓固定裝置及銲接平板等，以便後續銜接套
管、管線以及其他類似物件之安裝。
(8) 如構件使用加熱養護時，應有供模板通風所需之孔隙。

3.1.3

套管
(1) 套管接頭應儘可能減至最少，且各個接頭應確實密封，以防止任何
物質進入。相鄰套管上之接頭，應錯開至少 30cm 距離。
(2) 除用以密封套管接頭之材料外，套管上不得有足以破壞套管與水泥
砂漿、混凝土之間黏結度之雜質。
(3) 套管支承間距不得大於 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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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套管之端部必須分別密封及保護，直至鋼材穿過及開始發揮預力為
止。在套管縱向上所有高點及低點，均應附直徑 10mm 之通風及排
水管。
(5) 所有套管應檢查是否有灌漿液進入造成阻塞，或於澆置混凝土時造
成之損害，施工承攬廠商應負責採取經工程司核可的改善措施。在
混凝土澆置後 24 小時之內，施工承攬廠商應能證實，澆置前已置
於套管內之纜線，仍可完全自由活動。
3.1.4

端錨
(1) 在混凝土澆置期間，錨端及承壓板均應保持定位，使套管之中心線
能沿軸心穿越此端錨組合。於開始澆置混凝土及施作預力前，所有
端錨之承放處應清理乾淨。
(2) 端錨應與鋼材端垂直。

3.1.5

千斤頂
(1) 載重量測器應校正至±2%，其檢驗頻率須經工程司核准。
(2) 用以施預力之千斤頂應配備有壓力計或載重計，以判讀施載應力。
(3) 壓力計之錶面應正確、易讀及直徑至少 15cm。將柱體調至千斤頂最
後施力位置，以使千斤頂及壓力計聯成一體。依指示提供檢定圖
表。
(4) 如計量器讀數與千斤頂量測伸長值不符時，應再校準計量器；如再
有不符情況發生時，應找出原因，立即通知工程司，數值差異在 5%
以內，為合格。
(5) 荷重計應能顯示鋼材預力。荷重計應調整製造廠商額定荷重之前
10%值不含於量測千斤頂之應力的範圍之內。

3.1.6

預力鋼材
(1) 預力之施作應由有經驗且可勝任之監工人員督導下進行，所有預力
設備之操作人員均應受適當之訓練。
(2) 預力鋼材之安置及施預力
A. 於裝置鋼材前，應檢視模板面乾淨度及定線之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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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鋼材不得有電銲接合處或接縫，後拉法得用預力續接器；預力續
接器必須是工程司認可之產品。
C. 於鋼材線盤或捲盤及鉗定點之間剪取每條鋼材線所需之長度。
D. 經鉗頭鉗住之點，不得裝設於施作預力範圍之內。有凹痕、切痕、
凹陷、生銹或受損之鋼材不得使用。
E. 應使用差別滑脫量最小，但可確實端錨預力之鋼材鉗（楔子）；
所有工具每次使用前，應予以清潔、潤滑及檢視鋼材鉗（楔子）。
F. 於每一次預力操作前，應提供整組乾淨且經檢視認可之鋼材鉗
（楔子），確保鋼材鉗（楔子）無鐵銹及物理性損傷。將有明顯
破損或歪曲或易產生極大滑脫量之柄夾應予丟棄。
G. 按圖說所示施預力之詳細尺度將鋼材定位。避免鋼材鬆弛糾結，
依需要支撐鋼材，以保持其在適當之位置，並避免於澆置混凝土
時產生垂直位移。在工作圖上所示之剖面許可差如下表 03380-1
所示：
表 03380-1 構件深度許可差表
構件深度

許可差

少於 25cm

±3mm

大於或等於 25cm

±6mm

H. 於直線鋼材定位後，對每一鋼材先施以起始應力，以消除鬆弛，
並形成所有鋼材之相同起始應力，以備最後施力預加。起始應力
僅可使用壓力千斤頂配備適當計量系統以資量測。
I. 在預力鋼材安裝完成後，於構件之模板及鋼筋上不可進行銲接或
用作銲接設備堆置場。
J. 紀錄每條鋼材之伸長量及作用於各個鋼材上之拉力。
K. 使用載重計以校正載重量測器具，並以對 10%之鋼材作起始作用
查驗。
L. 不論使用之方法為何，量測起始荷重之許可差應在±23kg 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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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重之 2%之間，且取其較大值。
M. 不得使用伸長量估計起始應力之大小。
N. 依經核准之製配圖所示進行最終預力之施拉。
O. 如使用長度小於 900cm 之預力鋼棒，應用刻盤顯示器量測其伸長
量。
(3) 無黏裹鋼材
A. 如設計不需要將鋼材與混凝土黏裹時，應將其以 PVC 套管或其他
經工程司核可之材料套封。套管之端點應將鋼材與套管間之空隙
緊密黏封，以防止水泥漿液進入。
B. 無黏裹鋼材應以認可之塗料如環氧樹脂、油脂、臘、塑膠、或瀝
青材料予以防鏽。塗料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要求：
a. 在構造物可能之溫度變化範圍內塗料應保持韌性，不生裂紋且
不致液化。
b. 塗料不得與鋼材、混凝土及套管材料發生化學反應。
C. 塗料應附著於全部黏裹長度。
D. 位於含鹽份或高濕度大氣中構造物之鋼材及暴露於混凝土外之
後拉法預力構材之鋼材應於工地加敷經許可之塗料。
(4) 施預力用之鋼材鉗（楔子）
A. 所使用之鋼材鉗應能於鋼材安置完成後，可確實固定鋼材且不產
生滑脫。
B. 製造商應負責對鋼材鉗（楔子）使用之鋼套做保證試驗，其張應
力應達預力鋼材最小保證張應力之 95%以上。
C. 應保持鋼材鉗（楔子）在可用之情況，已明顯毀損或顯示會造成
已定位之鋼材產生滑脫現象之鋼材鉗（楔子）應予以丟棄。
(5) 後拉法施預力
A. 施預力應在工程司之監督下進行，但經核准不需工程司在場者例
外。於施預力前，施工承攬廠商應檢查確認，鋼材在端錨間可以
自由移動，構件可容納施加預力時所產生之水平及垂直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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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施工承攬廠商設定之量測伸長量及千斤頂壓力計之基準點，應經
工程司認可。
C. 依據核准之製配圖中所示之順序及階段進行後拉法施預力，其他
特別技術，例如超載施拉最後減載或由鋼材兩端施拉，均應符合
核准之製配圖規定。
D. 後拉預力鋼材之施作，應使用配備有準確刻劃及易讀之液壓壓力
計或荷重計之液壓千斤頂，使於施預力過程中隨時可讀取預力鋼
材之應力。
E. 紀錄各階段各鋼材之拉力及伸長量，並依規定提送紀錄，如採用
刻度盤指示器時，應讀取伸長量之讀數至±0.8mm，許可差精度亦
應相對提高。
F. 各型構件於第 1 次施拉預力時，應檢測每條鋼材之應力，並與計
算之摩擦力損失及錨座滑動之損失相檢核，以建立後拉法施預力
之作業程序，保證均衡一致之成果。
G. 如未達到規定之壓力值，工程司得指示重新檢測。
H. 端錨在密封前，應獲得工程司之書面同意。
I. 如後拉法施預力鋼材之摩擦力損失超過規定之摩擦力，則應先解
除鋼材應力，用水溶性油脂潤滑後，再重施拉預力。
J. 端錨預力鋼材，其起始應力（傳遞應力）應先經計算，以求達到
規定之最終荷重。在鋼材上之任何一點，其起始應力不得超過預
力鋼材最小極限張力強度之 70%。
K. 在施預力之過程中，不得超過鋼材最小保證極限拉力強度之
80%。
L. 各類型構件於第 1 次錨碇鋼材時，應精確量測端錨座之滑脫損失
量，並與假設之滑脫損失量作比較。有偏斜情況發生時，應先解
除鋼材壓力，依特別規定之程序，重新施加預力。對特殊系統之
端錨座，則使用填塞孔隙，重新施加預力。
M. 如有需要，經核准後，可調整對後拉法施預力之作業程序，以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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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所需之應力。
N. 當量測伸長量與千斤頂計量器讀數不符，又不能以重新校準計量
器，或藉由潤滑鋼材來改正讀數不符時，應提送修正方案以供審
核。如有必要時，更換鋼材。
O. 混凝土澆置完成後，立即以清淨器具通過套管，或以輸風或移動
鋼材等方式以檢測套管內是否有阻礙不通之情形。在鋼材穿進套
管前，應查驗套管內不含水份、碎片及其他障礙物。
P. 鋼材預定施作預力之長度範圍內，不可銲接。且不得以燃燒方式
修剪鋼材。
Q. 施工承攬廠商應將所有續接器位置之正確紀錄提送給工程司，受
損毀續接器應予換新並經工程司認可。
3.1.7

灌漿
(1) 在灌漿前，以水沖洗套管，並保持乾燥狀態，並清除套管中之雜質
及防銹劑。除非預力鋼材有完整之防銹措施，否則灌漿作業應於套
管四周之混凝土澆置完成後 28 天內，但不遲於施加預力後 10 天內
完成。
(2) 依製造廠商之使用說明書或經測試與核准之方式或適用於高速 1 分
半鐘攪拌器之灌漿液配比，拌和後將灌漿液經過濾器輸入設有再循
環設施之加壓設備，開始壓送灌漿液，只要灌漿液保持適當之均勻
濃度，即可繼續壓送灌漿液。
A. 灌漿液主要應由水泥及水組成，但若套管之內淨斷面積超過鋼材
斷面積之 5 倍，則可加入少量細砂。
B. 灌漿液之摻料應符合 CNS 12833 A2245 或 ASTM C494 之規定，並
獲得工程司之書面同意，依照製造廠商之使用說明書施工。
C. 不可使用含有氯化物或硝酸鹽或會產生氣體之化學摻料。
D. 如經核可，可添加足夠數量且細度合適之鋁粉或其他經核可之材
料，使灌漿液之無約束體積膨漲率不大於 10%。
E. 由灌漿液之試驗結果，求出材料之基本配比，以達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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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含水量：適合澆置之最小需求量。
b. 水灰比：以重量計，最大極限為 0.45。
(3) 灌漿液不得重新攪拌。
(4) 灌漿液應以注射方式注入套管及端錨固定裝置內。當由管口流出之
漿液與噴嘴處之濃度相同，且由管口流出之漿液不含空氣泡沫時，
即可停止。應隨時注意供應槽內之漿液量是否充足，以免吸入空
氣。
A. 壓力計在第 1 次使用前應予以校正，並應依工程司之要求，定期
校核其準確度。
(5) 管口之封閉應循水泥漿之流向逐段進行。管口封閉之後，提高壓力
最少至 7kgf/cm2，然後塞住灌漿孔。灌漿作業進行應有詳實紀錄。
(6) 灌漿作業進行中，應隨時備有適當之沖洗設備；沖洗設備應不含在
灌漿設備之內，且能夠使用不同之動力來源。沖洗設備應具足夠之
沖洗性能，於套管阻塞或灌漿設備因意外而停機時，可以沖洗鋼材
及清除套管內之灌漿液。
(7) 避免積存在未灌漿套管內之水發生凍結現象。
(8) 灌漿後至少 3 天，鋼材四周之混凝土溫度應保持在 7℃以上。
3.1.8

應力傳遞
(1) 根據圓柱試體試驗結果，混凝土強度已符合規定之傳遞強度後，才
能開始對後拉預力構件作應力傳遞。
(2) 混凝土最小之傳遞強度
A. 承受集中應力構件：204kgf/cm2。
B. 承受偏心應力構件：245kgf/cm2。
2

C. 橋梁或其他構件其預拱須儘量減小者：286kgf/cm 。
D. 後拉構件：286kgf/cm2。
(3) 如預鑄混凝土係以溼熱養護，於養護完成後，趁混凝土仍呈溫溼時，
立即進行解除張力。
(4) 在解除張力過程中，其解除方式應能減少預力合力與構件垂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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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間所形成之偏心彎距，及降低突然或衝擊載重。對於垂直中心軸
之最大偏心距應控制在一股鋼材之寬度內。
(5) 解除張力前，應先拆除或放鬆模板、繫材、嵌入物、壓條或其他足
以妨礙構件沿模床縱向移動之裝置。
3.1.9

梁之吊裝
(1) 梁吊裝之機具設備，由施工承攬廠商自備。施工承攬廠商應事先將
吊裝設備及方法，以書面送請工程司審查認可後，方得施工。
(2) 預鑄梁之吊裝架設，應保持其正常直立位置。除工作圖中另有規定
外，懸吊點及支承點應在該梁設計支承點處。吊裝及架設均應謹慎
小心，如有發生損裂，施工承攬廠商應負責重做新梁。
(3) 無論搬運及吊裝，其起動及停止之加（減）速度，均應儘量緩慢，
更不可使梁承受扭力或拉力。

3.1.10 雜散電流之處理
當預力混凝土有雜散電流之顧慮時，端錨及套管等之固定應有絕緣之處
理。如另有規定時，更應有接地之連接以避免雜散電流影響預力鋼材。

3.2

檢驗

3.2.1

鋼筋混凝土之契約數量大於 500m 需做配比設計，小於 500m 不需做配比

3

3

設計。預力混凝土無論數量多少，均需作配比設計。
3.2.2

所有結構混凝土均應於澆置時，製作混凝土圓柱試體以便進行抗壓強度
試驗。

3.2.3

施工期間應依規定之頻率，就粗、細粒料之樣品分別進行例行試驗。
(1) 依工程司指示所作之每日試驗
粗細粒料篩析

CNS 486 A3005

表面含水率

CNS 489 A3008

混凝土氯離子含量

CNS 3090 A2042

(2) 每週試驗
土塊及易碎顆粒
桃工規 0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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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0.075mm 篩之細粒料 CNS 491 A3010
輕質顆粒

CNS 10990 A3210

(3) 依工程司指示所作之試驗
3

1次

3

1次

3

1次

粗粒料健度－CNS 1167 A3031 每 500m
細粒料健度－CNS 1167 A3031 每 500m
粗粒料磨損－CNS 490 A3009
3.2.4

每 500m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項材料及施工之檢驗項目如下表 03380-2：
表 03380-2 各項材料及施工檢驗表

名稱 檢驗項目

細
粒
料

水溶性氯
離子含量

依據標準
CNS 1240

規範要求
預力混凝土：最大 0.012%
其他混凝土：最大 0.024%

頻率
每日一次

預力混凝土：最大 0.15kg/m3

新
拌
混
凝
土

鋼筋混凝土：（所處環境須
水溶性氯 CNS 3090

作耐久性考慮者）最大

離子含量 依水溶法

0.3kg/m3

每日一次

鋼筋混凝土（一般）：最大
3

0.6kg/m

混
凝
土
混
凝
土

桃工規 03380

不得少於抗
坍度試驗 CNS 1176

≦15cm

壓強度試驗
組數

抗壓強度 CNS 1174
試驗

－

CNS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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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許可差

3.3.1

後拉法預力混凝土梁之許可差如下表 03380-3：
表 03380-3 後拉預力混凝土梁之許可差表
項目

許可差

高度（翼版，腹版）

± 6mm

高度（全高）

+15mm～-6mm

寬度（翼版）

+12mm～-8mm

寬度（腹版）

+10mm～-6mm

梁長

±10+（L-15）mm，L 為梁長以 m 為單位

線向（對梁平行直線之偏差） 每 3m 長±3mm
相鄰梁間之彎拱差

每 3m 跨長 3mm，最大 25mm

4.

計量與計價

4.1

計量

4.1.1

預鑄預力構材依完成之型式、長度、分類之預力梁數計量。

4.1.2

場鑄預力混凝土構材依下列項目分別計量：
(1) 場鑄預力混凝土依不同強度等級，以立方公尺計量。附屬品之數量
已包含在場鑄預力混凝土單價內，或依實作計量，或支撐施工架之
數量已包含在場鑄預力混凝土單價內。
(2) 預力鋼材（含端錨、灌漿）以公噸或公斤計量，套管、灌漿、端錨
之數量已包含在預力鋼材之單價內。
(3) 鋼筋依不同規格以公噸或公斤計量。
(4) 箱型梁模板以平方公尺計量。
(5) 支承墊以個或立方公分計量。
(6) 支撐施工架不予計量，其數量已包含在場鑄預力混凝土單價內。

4.2

計價

4.2.1

預鑄預力構材依不同型式及長度，以各工作項目分別計量，應以完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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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收合格之每根預鑄預力構材，按契約之單價付款。每根構材之契約
單價已包括所供應與製造之預力混凝土構材需用之人工、材料、預力混
凝土、灌漿、模板、鋼筋、預力鋼材、端錨設備、剪力接頭、套管、支
承墊、環氧樹脂灌漿墊、加強水泥砂漿墊及其他應用設備、移動、搬運、
構材之裝設、施預力設備之安裝與施力、設備及工具、油漆及依據契約
完成本項工作所需之一切費用。支承墊、環氧樹脂灌墊、加強水泥砂漿
墊等依契約項目計付。
4.2.2

場鑄預力混凝土構件按下列各不同之工作項目，依契約詳細價目表所列
項目之單價丈量計付：
(1) 「場鑄預力混凝土」依規定強度等級，單位為立方公尺付款(己含
附屬品之費用，且含支撐施工架之設置及拆除費用)。
(2) 預力鋼材（含端錨、灌漿）依不同規格，包括預力鋼材（含損耗）
、
設備、裝置及施預力、套管、灌漿、端錨設備及所有其他鐵件以及
契約圖雖未示明但係為必要之補強鋼筋。以預力鋼材之重量丈量計
付，單位為公噸或公斤。
(3) 鋼筋及施工依不同規格，以公噸或公斤計付。
(4) 模板按契約「箱型梁模板」項目，以平方公尺單價計付。
(5) 場鑄預力混凝土所用之支承墊，依契約不同支承墊項目，以個或組
或立方公分計付。
(6) 支撐施工架不予計價，其數量已包含在場鑄預力混凝土單價內。
(7) 以上所述之工作項目計付已包括所有人工、材料、機具、設備、動
力及運輸等費用在內。

〈本章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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