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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時而可以在鋼構案工地上聽到有關螺栓鎖緊的這樣回覆,  哦… ..那些螺栓都已鎖緊了, 我

已經把螺母鎖到不能再動了, 扭力板手有發出到達扭力值時 ”答..答..答”的聲音, 或是螺栓尾巴已

斷了抑或是螺栓緊貼時再多轉一些,  套句俚語就是 “摧尬緊繃”, 這句形容詞全世界各地說法不一

但似乎都有, 這是普遍存在鋼構案有關高張力螺栓鎖緊作業最大的迷思, 以為到達扭力值即表示螺

栓已鎖緊. 

 理論上及理想上以扭力值施作螺栓鎖緊作業, 是可以也有可能達到設計標準的鎖緊張力值, 但

卻不是絕對的相對性, 它受到的影響因素很多, 扭力是一種扭轉的力量, 它是螺母沿著螺栓螺牙旋轉

所需要的力, 你可以用很高的扭力值去鎖緊螺栓但未必真正的將螺栓以正確張力鎖緊。 常見於工

地上會造成額外扭力增生的因素很多, 諸如汙垢、灰塵、高溫、鐵銹、雨水、濕氣、損壞的螺牙、

精度不佳的螺牙、過度的表面塗裝、曝露的儲放、未適度潤滑等. 甚至是螺栓本身的材質強度或扭

力工具本身的問題, 根據學術單位詳細研究分析, 這些會影響扭力因素計有三大類共計有20種細項

因素, 這些因素在在影響最終達成的張力值。  

 

張力是螺栓拉伸時(螺栓頭部與螺母間之距離的收縮)所產生的力是一種直線夾緊力量, 螺栓拉伸

作用能將兩構件繃緊紮實夾住, 它才是將兩構件密實接合真正的有效力量, 張力是螺栓鎖緊作業真正

的目標。 美國鋼構接合協會(RCSC)規定某些類型的接合需要螺栓施加正確預拉力鎖緊, 保證鋼構件

表面完全密實接觸以提供足夠摩擦力, 符合設計要求及抵抗極限負載, 則螺栓施以正確張力鎖緊與否

攸關鋼構安全至關重要。  

 

P.S.:需正確預拉力鎖緊接合的類型, 請詳美國鋼構接合協會(RCSC)制定的接合規範. 

 



 

 

標準式直接張力指示器(DTI, Direct Tension Indicator)是依照美國材料試驗協會(ASTM)-F959/F

959M 直接張力指示器規範製造, 為一經選用符合強度規範材料、形狀及壓縮負荷設計、沖壓製造退

火處理或塗裝等程序, 具有數個如半月形壟起凸塊(Bumps)的墊圈如左圖正面所示。搭配高強度螺栓

使用於鋼構接合工程上, 在螺栓鎖緊作業過程中，螺栓的拉力逐漸增加，墊圈的壟起凸塊(Bumps)受

到上方壓力的擠壓而逐漸變形既被壓扁，當縫隙厚度規（feeler gage）無法置入螺栓頭(或螺母端加

墊片)與墊圈間之縫隙時，既表示墊圈壟起凸塊之變形達到所需之量(以螺栓抗拉強度的70%為壓縮

負荷設計)，亦即螺栓預拉力達到設計值。 

 

直接張力指示器是一種直接反應張力作用的位移控制法，不受鋼材表面及螺牙狀況等任何扭力

阻抗的影響。標準式直接張力指示器早在 1970 年代既已在北美發展出來, 雖然其功能性及準確性

得到鋼構業界認同, 但因凸塊的變形量確認及檢驗仍需配合縫隙厚度規（feeler gage）使用,在螺栓

鎖緊實務作業上亦不甚便利以致當時未能盛行於鋼結構業的螺栓接合作業上.  

 

 

 

             1996 美國 Applied Bolting Technology 公司開發出 史奎特® 直接張力指示器 (Squirter ®  

DTI’s, Direct Tension Indicators) 並取得專利, 它是在凸塊背面的凹槽內填入軟性 橘色矽利康膠 並有

一排出溝槽如左圖反面所示。 當墊圈的壟起凸塊(Bumps)被逐漸壓扁時凹槽內的軟性 橘色矽利康膠

 沿著溝槽排出呈現在張力指示器的四周如右圖所示,使得張力指示器的變形量確認及檢驗目視既可

得知, 這一創新發明完全改善了標準式直接張力指示器變形量確認及檢驗的不便利性, 使得直接張力

指示器成為螺栓鎖緊實務作業上實用性的產品, 達到螺栓可正確張力鎖緊及快速作業,  史奎特®直接

張力指示器被鋼構工程業讚賞接受逐漸盛行於北美及全球各地的重要鋼構工程上, 某些程度上 史奎



 

特® 直接張力指示器已成為所有參與鋼構工程單位對螺栓接合品質共識認同的標準配備。                  

                                          

P.S.: 日前美國材料試驗協會(ASTM)特別為目視型直接張力指示器制定一規範說明, 雖然這是一專利

型產品, 但因鋼構業界廣為採用且使用已有相當年數, 必須於以納入並制定產品規範. (ASME standard 

B18.2.6-2010 Fasteners for Use in Structural Applications now recognizes silicone emitting type indicat

or washers.) 

 

        目前 英制及公制規格的 史奎特®直接張力指示器 (Squirter®  DTI’s, Direct Tension Indicators)每

年共約有 12-14 百萬片被指定搭配高張力螺栓應用在橋樑鋼構、核能及火力發電廠鋼構、石化製程

設備鋼構、大型公共建物鋼構(機場或運動場)、大型高層商辦建物鋼構、風力發電機組與塔柱的接

合、特殊設施如火箭發射鋼構平台等高度重視鋼構安全的終端客戶.    

 

         鋼構建物漸趨向超高層及大型化, 此外近年來在全球發生幾起重大地震事故且強度屢創新高, 螺

栓正確張力鎖緊與否攸關整體鋼構安全負荷及防震品質至關重要, 過去螺栓正確張力鎖緊與否是最

不容易被檢視的一環有時甚至是忽視, 當然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實務上不易於檢視, 史奎特®直接張

力指示器是一可引導螺栓鎖緊作業以正確張力為目標的有效實用性輔助器材, 史奎特®直接張力指示

器的效益遠超過其購置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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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Squ irter  DTI’ s 直接張力指示器為產品型錄 ,  Squirter  DTI’s 直接張力指示器

(墊圈 )可讓鋼構接合螺栓每支皆達正確張力鎖緊 ,  張力才是真正夾緊鋼構件的有

效力量 ,  以往以 ”扭力轉換相對張力 ”的工法容易因額外扭力增生而導至鎖緊張

力不足且無從確認 ,  因此現工地實務狀況是斷尾螺栓尾巴斷了既表示鎖緊 ,  但

鎖緊張力是否達到正確值則無從確認 ,  所以以扭力法方式鎖緊螺栓不是相對的

絕對性張力值 ,  經研究歸納額外扭力增生如螺牙精度、螺栓材質、表面塗裝、螺

牙污濁甚至是施工器具等共計三大類有二十多種原因 ,  鋼骨建築物強調的是安

全性及防震能力 ,  但實際上鋼構接合除焊接外螺栓接合佔據相當大且重要的一

部份 ,  影響整體鋼骨結構品質及安全甚巨 ,  如果能在鋼構接合螺栓鎖緊品質上

得到完全確認及掌握 ,  無疑是鋼骨建物品質得到更進一步的保證 .  

  

張力指示器墊片一直都是國內外鋼構協會及設計單位允許的施工法 ,  祇是過去

標準式的 DTI 在張力確認及檢視上甚為不便 ,  需用 fee ler  gauge 去量測 ,  以致未

能盛行於鋼構業界 ,  但自目視型的 Squirter  DTI  開發出來後完全改善以往的不

便利性 ,  成為有效暨方便施工性實用的產品 ,  目前  Squ irter  DTI 目視型直接張力

指示器每年約  12 – 14 百萬片用於全球各地鋼構工程上 ,   Sq uir ter  DTI 目視型直

接張力指示器尺寸齊全搭配  A325/A490 或  Gr .  8.8/10.9 高張力螺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