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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我省交通建设工程预应力张拉施工过程信息化建设工作，提高桥梁预应力张拉施工工

程质量和管理水平，浙江省交通运输厅组织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局编写《预应力张拉智

能控制系统技术指南（2017）》（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认真总结我国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建设实践经验基础上，参考国内外相关行业

标准规定，结合我省交通建设的应用实际情况编制了本指南 
《指南》共 7章，第 1章总则，第 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第 3章术语和定义，第 4章基本要

求，第 5章系统构成，第 6章硬件功能，第 7章软件功能。 
《指南》由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起草单位为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局，在

执行过程中，如发现有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寄往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督管理局（地

址：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利华路 899号，邮政编码：311215，联系电话：0571-83789663），以便
修订时参考。  
本指南主要编写人员：邵  宏、陈尚新、丁正祥、戴晓栋、葛路佳、顾森华、张  冲、夏顺

仁、张  欢、邱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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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为了规范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的设计，提高预应力张拉施工工程质量和管理水平，编写

了本指南。 
本指南主要包括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的基本规定、系统构成、硬件功能和软件功能等技

术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交通建设施工现场的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的设计、建设、运行和管理。 
在应用本指南时，除执行本指南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技术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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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JTG/T F50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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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 

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由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和数据管理系统构成，实现预应力张拉和张

拉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分析管理以及预警等功能。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通过计算机软件控制数控泵站和工控平台实现预应力张拉全过程自动

化的系统，具备张拉数据的采集、临时存储、实时上传及异常报警等功能，并满足预应力张拉过

程的施工要求。 
数据管理系统具备预应力张拉数据存储、分析应用以及标准化数据传输格式和访问接口，通

过访问接口以标准化数据传输格式接收各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上传的张拉和报警数据，实现对张

拉数据的管理、分析以及预警等功能。 

3.2  张拉数据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记录的张拉数据包括梁板基本信息、张拉方式、张拉时间、张拉力设计

值、实际张拉力等相关测量数据。 

3.3  数据传输安全性 

采用标准化数据传输格式对张拉数据加密，保证数据传输过程的安全。 

3.4  角色权限 

对系统的所有对象资源和数据资源进行权限控制，不同用户角色具备不同权限。 
 

 



 

 

 5 

4  基本规定 

 
4.1  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应实时联网传输施工现场预应力张拉数据，实现对预应力张拉过
程有效监管。 
4.2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必须具有产品合格证，其选型应符合在建工程项目的要求，除应符合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F50）的相关内容要求外，具体技术指标应当符合附录 A 表
A.3 规定，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应通过第三方具有资质的评测机构对其功能和性能（详见附
录 A表 A.1和表 A.2）的评测。 
4.3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安装调试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4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应由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按照规定的检定周期进行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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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构成 

 
5.1  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主要由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和数据管理系统构成，见图 1。 

压力采集传感器

位移采集传感器

数控油泵

千斤顶

数据信号

控制信号

电机

工控主机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

智能芯片

数据上传模块

数据存储服务器

数据存储
读写接口

网络连接

数据管理系统

数据传输
访问接口

 

图 1  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结构图 

 

5.2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主要由工控主机、数控油泵、千斤顶、工具锚、限位板以及油管、信
号线等辅件组成，见图 2。 

限位板

千斤顶

工具锚
工具锚

工控主机

数控油泵 数控油泵

千斤顶

限位板

油管 油管信号线 信号线

 
图 2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组成示意图 

 

5.3  数据管理系统主要由数据存储服务器、数据存储读写接口和数据传输访问接口构成，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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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硬件功能 

 
6.1  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应具备的硬件功能包括联网功能、实时上传功能、数据校验功能、
断点续传功能、校时功能、开机关机请求功能和数据日志功能。 

6.2  联网功能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要求具备联网功能，能够通过网络连接到数据管理系统。 

6.3   实时上传功能 

6.3.1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应根据数据管理系统的数据访问接口开发对应的数据上传模块，并
将记录的张拉数据（包括基础数据和检测参数，详见附录 B表 B.1和表 B.2）通过网络通路实时
上传到数据存储服务器。 
6.3.2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要求具备实时上传数据功能，保持与数据管理系统连接，数据上传
延迟不超过 10 秒，当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上传数据出现网络故障或延迟等问题时系统应发出数
据上传超时警告。 

6.4  数据校验功能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要求具备数据校验功能，能够对上传数据进行有效性和完整性校验，预

应力张拉智能设备每次上传数据同时须发送校验数据。 

6.5  断点续传功能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要求具备断点续传功能，当遇到网络故障或网卡硬件问题无法连续实时

上传时，能够在问题解决后继续上传。为避免因无法实时上传导致数据丢失情况，预应力张拉智

能设备能够保存不少于 1天连续张拉数据。 

6.6 校时功能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要求具备校时功能，能够通过网络与世界时钟进行时钟校准，避免系统

与实际时间产生偏差。 

6.7  开机关机请求功能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工作时需与数据管理系统保持实时连接，同步工作状态和张拉数据，图

3为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开机和关机请求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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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
读写接口

数据存储服务器

数据上传
模块

工控主机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

发送数据
连接请求

设备在线状态

设备001  在线
设备002  张拉
设备003  离线

响应张拉
设备请求

设备001  

数据传输
访问接口

数据上传
模块

工控主机

发送断开
连接请求

设备在线状态

设备001  离线
设备002  张拉
设备003  离线

响应张拉
设备请求

设备001  

（a） 张拉设备开机请求连接过程

（b）张拉设备关机断开连接过程

数据存储
读写接口

数据存储服务器

数据存储
读写接口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

 
图 3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开机和关机请求过程示意图 

 

6.8  系统日志功能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具有系统日志功能，主要记录张拉过程中所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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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软件功能 

 
7.1  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应具备的软件功能包括上传功能、管理功能、数据分析查询导出
功能、提示与报警功能。 

7.2  上传功能 

数据管理系统应具备数据实时上传、每月上传和汇总上传功能。 
7.2.1  实时上传 
数据管理系统应实时上传附录 B表 B.5所列张拉数据到远程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备份。 

7.2.2  每月上传 
数据管理系统每月将报警数据与处置数据统一汇总上传，报警数据详见附录 B表 B.6。 

7.2.3  汇总上传 
在建交通工程通过交竣工备案后，数据管理系统汇总所有张拉设备数据并上传到远程数据中

心，具体详见附录 B表 B.7。 

7.3  管理功能 

7.3.1  角色权限管理功能 
数据管理系统的用户角色主要包括质监机构、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系统能够对

不同的用户角色进行设置，不同角色应具备相应的系统访问权限。 
7.3.2  用户管理功能 
能够对系统所有用户的用户名、姓名、手机号码、用户角色等信息进行管理和查询。 

7.3.3  设备管理功能 
能够对系统内所有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的设备编号、设备型号、生产厂家以及标定日期等信

息进行管理。 
7.3.4  日志管理功能 

能够查看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上传的数据日志信息，同时保存数据管理系统的所有用户操作

信息，日志管理信息详见附录 B表 B.3。 

7.4  数据分析、查询、导出功能 

7.4.1  能够显示各束钢绞线的张拉方式、张拉时间、张拉力设计值、钢绞线理论伸长值、实际
张拉力、实测伸长值、实测伸长值与理论伸长值的偏差、实测回缩值并能实时绘制“F-S”、“F-T”、
“S-T”曲线图（F-张拉力，S-钢绞线位移，T-张拉时间）。 
7.4.2  能够对张拉数据进行查询统计，并生成各种类型报表文件（word、pdf、excel等文档格式）。 

7.5  提示与报警功能 

7.5.1  在线状态提示 
能够实时显示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在线状态。 

7.5.2  网络通讯异常报警 
若出现无法连接到网络或网络延迟过长，无法实时传输张拉数据，系统应发出网络通讯异常

提醒。 
7.5.3  数据异常报警与消警（报警功能应统一放入软件功能） 

能够对张拉数据实时监测，当数据超过附录 B表 B.4报警条件时，系统能自动发布预警、报
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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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报警事件解决后系统应记录报警部位、具体时间、处置方案、处置人员，同时取消系统内

相应报警通知。 
7.5.4  报警方式 

当数据管理系统出现报警情况时，系统在报警通知栏发出报警通知消息，提醒管理人员及时

处理，同时通过短信等方式向相关人员及时发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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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功能指标、性能指标 

 
 

表 A.1和 A.2分别给出了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测机构需要对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进行评
测的功能、性能指标，表 A.3给出了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技术指标。 

表 A.1  功能指标评测表 

1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具备联网功能，能够通过网络连接到数据管理系统。 

2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具备实时上传功能，当出现网络故障或延迟等问题系统会发出

数据上传超时警告。 

3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具备数据校验功能。 

4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断点续传功能。 

5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具备校时功能。 

6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具备开机和关机功能。 

硬
件
功
能 

7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具有系统日志功能。 

8 数据管理系统具备数据上传功能（包括实时上传、每月上传、汇总上传）。 

9 数据管理系统具备管理功能（包括角色权限管理、用户管理、设备管理、日志管理）。 

10 数据管理系统具备数据分析、查询、导出功能。 

软
件
功
能 

11 
数据管理系统具备提示与报警功能（包括在线状态提示、网络通讯异常报警、数据

异常报警与消警），发生报警时能在系统内发出报警通知并通过短信通知相关人员。 

 

表 A.2  性能指标评测表 

1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技术指标满足附录 A表 A.3要求。 

2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应记录附录 B表 B.1相关基础数据。 

3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应检测记录附录 B表 B.2参数。 

4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应保持与数据管理系统连接，数据上传延迟时间应符合 6.3.2。 

5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能够保存的张拉数据量应符合 6.5。 

6 数据管理系统能对张拉数据实时监测，数据异常报警条件详见附录 B表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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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技术指标表 

技术指标 具体要求 备  注 

载荷控制精度 0.5%F.S F.S表示量程最大值 

位移控制精度 0.5%F.S F.S表示量程最大值 

载荷同步精度 2%  

公称张拉力范围 240kN~9000kN  

张拉行程 0~500mm  

回程油压 <2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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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信息格式表 

 
 

表 B.1给出了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记录的相关基础数据格式，表 B.2给出了预应力张拉智能
设备记录的检测参数格式，表 B.3给出日志管理数据格式，表 B.4 给出了数据报警条件，表 B.5
给出了实时上传数据格式，表 B.6给出了每月上传数据格式，表 B.7给出了汇总上传数据格式。 

表 B.1  基础数据格式表 

数据名称 约束 数据类型 值域（字节） 描    述 

设备编号 非空，唯一 字符型 16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唯一编号，16 位
字符串 

设备使用次数 非空 整型 正整数 
记录设备使用次数，重新检定后将设备

使用次数复位为 0 

设备检定日期 非空 日期型 8 
记录设备检定日期，格式：年月日。重

新检定后将重新设定设备检定日期 

设备位置信息 非空 字符型 ≤10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具备定位功能（经

纬度信息，各保留两位小数，纬度在前

经度在后，南纬西经值前加-） 

项目信息 非空 字符型 ≤200 项目名称、编号 

标段信息 非空 字符型 ≤200 标段名称、编号 

分项工程信息 非空 字符型 ≤200 分项工程名称、编号 

梁板信息 非空 字符型 ≤100 梁板编号信息 

梁板梁型 非空 字符型 ≤100 记录梁板类型 

钢绞线编号 非空，唯一 字符型 ≤50 各梁板内钢绞线编号 

张拉方式 非空 字符型 ≤50 先张法或后张法 

张拉力理论值 非空，唯一 字符型 ≤10 各梁板钢绞线张拉力理论设计值 

理论伸长值 非空，唯一 字符型 ≤10 各梁板钢绞线伸长量理论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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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检测参数格式表 

数据名称 约束 数据类型 值域（字节） 描 述 及 要 求 

张拉力 非空，唯一 整型 正整数 
双端张拉钢绞线监控钢绞线两端张拉

力，单端张拉监控单端张拉力，分辨率

为 0.1kN，采样频率不低于 1Hz 

钢绞线位移 非空，唯一 整型 正整数 
双端张拉钢绞线监控钢绞线两端位移

量，单端张拉监控单端位移量。分辨率

为 0.1mm，采样频率不低于 1Hz 

钢绞线伸长值 非空，唯一 整型 正整数 
系统根据上传的钢绞线位移量与张拉

分级信息自动计算，精确到 0.1mm 

张拉时间 非空，唯一 日期型 14 
在上传张拉力与张拉位移同时同步上

传对应的时间点，上传张拉时间间隔不

小于 1s 

持荷时间 非空，唯一 日期型 14 精确到秒，时长 300秒 

张拉完成时间 非空，唯一 日期型 14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应自动记录并上

传钢绞线张拉完成时间，时间精确到秒 

数据上传时间 非空，唯一 日期型 14 
平台软件自动记录上传完成时间，时间

精确到秒 

 

表 B.3  日志管理数据格式表 

数据类型 操作类型 操 作 描 述 

Add 增加项目、工程、梁板 

Delete 删除项目、工程、梁板 
Project 

（工程数据） 
Modify 修改项目、工程、梁板 

Add 增加绑定设备名称、设备编号 

Delete 删除绑定设备名称、设备编号 

Modify 修改绑定设备名称、设备编号及标定日期 

Equipment 
（设备） 

Info 设备标定有效期、使用次数、使用位置及开关机时间 

Add 增加新用户及权限 

Delete 删除用户及权限 
Users 
（用户） 

Modify 修改用户名、用户密码及用户权限 

Upload 上传张拉数据时间及数量 

Delete 删除张拉数据的时间、数量，注明原因 
Forcedata 

（张拉数据） 
Modify 修改张拉数据的时间、数据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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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数据报警条件表 

报警方式 触  发  条  件 

张拉力偏小 （实际张拉力-张拉控制力）/张拉控制力＜-1.5% 

张拉力偏大 （实际张拉力-张拉控制力）/张拉控制力＞﹢1.5% 

伸长值偏小 （实际伸长值-理论伸长值）/理论伸长值＜-6% 

伸长值偏大 （实际伸长值-理论伸长值）/理论伸长值＞﹢6% 

 

表 B.5  实时上传数据格式表 

数据名称 描 述 及 要 求 

设备编号 参照附录 B表 B.1 

设备使用次数 参照附录 B表 B.1 

设备标定日期 参照附录 B表 B.1 

设备位置信息 参照附录 B表 B.1 

项目信息 参照附录 B表 B.1 

标段信息 参照附录 B表 B.1 

分项工程信息 参照附录 B表 B.1 

梁板信息 参照附录 B表 B.1 

梁板梁型 参照附录 B表 B.1 

钢绞线编号 参照附录 B表 B.1 

张拉方式 参照附录 B表 B.1 

张拉力理论值 参照附录 B表 B.1 

理论伸长值 参照附录 B表 B.1 

张拉力 参照附录 B表 B.2 

钢绞线位移 参照附录 B表 B.2 

钢绞线伸长值 参照附录 B表 B.2 

张拉时间 参照附录 B表 B.2 

持荷时间 参照附录 B表 B.2 

张拉完成时间 参照附录 B表 B.2 

数据上传时间 参照附录 B表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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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每月上传数据格式表 

数据名称 描 述 及 要 求 

报警数据 报警部位、具体时间、报警类型等 

处置数据 处置情况、处置方案、处置人员等 

数据统计 张拉总数、正常数量、报警数量、报警已处理数量、报警未处理数量 

 

表 B.7  汇总上传数据格式表 

数据名称 描 述 及 要 求 

设备编号 参照附录 B表 B.1 

设备使用次数 参照附录 B表 B.1 

设备标定日期 参照附录 B表 B.1 

设备位置信息 参照附录 B表 B.1 

项目信息 参照附录 B表 B.1 

标段信息 参照附录 B表 B.1 

分项工程信息 参照附录 B表 B.1 

梁板信息 参照附录 B表 B.1 

梁板梁型 参照附录 B表 B.1 

钢绞线编号 参照附录 B表 B.1 

张拉方式 参照附录 B表 B.1 

张拉力理论值 参照附录 B表 B.1 

理论伸长值 参照附录 B表 B.1 

张拉力 参照附录 B表 B.2 

钢绞线位移 参照附录 B表 B.2 

钢绞线伸长值 参照附录 B表 B.2 

张拉时间 参照附录 B表 B.2 

持荷时间 参照附录 B表 B.2 

张拉完成时间 参照附录 B表 B.2 

数据上传时间 参照附录 B表 B.2 

报警数据 参照附录 B表 B.6 

处置数据 参照附录 B表 B.6 

数据统计 参照附录 B表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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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杭甬高速连接线公路工程预应力张拉智能控制系统示例 

 
 
C.1  项目简介 

 

该项目以杭州湾跨海大桥杭甬高速连接线公路工程（余夫公路至小曹娥互通段）（以下简称

余慈高速）为依托，以工地现场的预应力张拉程控系统为基础，实现预应力张拉数据的远程实时

传输、管理，其中第一合同段为现浇箱梁，使用某型号预应力张拉程控系统配合平台进行监管，

第四合同段为预制箱梁，用某型号预应力张拉程控系统配合平台进行监管，同时后期将乐清湾跨

海大桥项目第五合同段也纳入该项目。 
 

C.2  项目硬件和软件调试 

 
图 C.1  数据管理系统运行界面 

目前，基于云主机服务的数据管理系统已经正式运行（见图 C.1），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进
行现场调试（见图 C.2），并测试与数据管理系统连接实时上传数据（见图 C.3）。 

 
图 C.2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现场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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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3  预应力张拉智能设备工控主机实时显示数据上传情况 

 
图 C.4  用户建立界面 

 
图 C.5  用户权限设置界面 

图 C.4、图 C.5 分别为用户建立界面和用户权限设置界面。该项目余慈高速一合同段共张拉
一座匝道桥现浇箱梁 2联，数据上传 2联，余慈高速四合同段共张拉箱梁 120片，上传 120片。
所有数据均可在系统上正常查看，乐清湾大桥项目共上传预制 T梁 3片，节段拼装 17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