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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单桩基础风机整体安装技术
刘璐，王俊杰，黄艳红，张成芹
（中交三航（上海）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上海
摘

200137）

要：海上风电单桩基础由于工厂化制作、海上施工效率高等优势，应用广泛，而单桩基础上的风机安装主要为

分体安装。以国华东台海上风电为依托，开展了海上风电单桩基础风机整体安装技术的研究，实施了单桩基础风机
整体安装。单桩基础风机整体式安装技术的形成，丰富了国内海上风电安装施工技术，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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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l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for single pile foundation wind turbine of
offshore wind power
LIU Lu, WANG Jun-jie, HUANG Yan-hong, ZHANG Cheng-qin

（New Energy Engineering Co., Ltd. of CCCC Third Harbor Engineering Co., Ltd.(Shanghai), Shanghai 200137, China）
Abstract：The single pile foundations of offshore wind power are widely used due to their advantages of factory production and

high offshor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while the installation of wind turbines on single pile foundations is mainly split

installation. Based on Guohua Dongtai Offshore Wind Power, we carried out research on the overall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for
single pile foundation wind turbines of offshore wind power, and implemented the integral installation of single pile foundation
wind turbin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ingle pile foundation wind turbine integrated installation technology has enriched China's
offshore wind power installation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has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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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上风电场主要基础结构为高桩承台基础、
单桩基础和导管架基础，其中单桩基础是最为主
流的基础形式，目前国内建成的 900 余座风机基
础中有 500 余座采用单桩基础[1]。风机安装方式主
要有两种，一种是分体安装，采用自升式风电安
装平台通过抬升使船体离开水面形成一个稳定的
作业面，或者坐底平台下潜坐在海床上形成一个
稳定的工作面，分部件或组件进行安装。另一种
是整体安装，通过陆域基地将风机拼装成整体，
专用运输驳整体运输至现场，采用双臂架起重船
整体起吊安装。两种安装方式比较见表 1。
收稿日期：2019-12-30

修回日期：2020-02-28

作者简介：刘璐 （1983 — ），男，安徽淮南人，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
海上风电施工技术研究。E-mail：13564522075@126.com

表 1 整体式与分体式安装方式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integral and split installation
methods

安装方式

优点

缺点

分体式

1） 风机海上安装作业时间较长；
1） 适于风场与拼装
2） 海上施工工序多、高空作业量
基地较远区域；
大、操作空间小、交叉作业频繁；
2） 拼装基地条件要
3） 海床地质条件要求较高，受已
求相对较低
敷设海缆影响较大

整体式

1） 海 上 作 业 时 间
短，海上高空作业
量少；
2） 作业面可充分利
用，施工工效高； 1） 运输船载重及性能要求高；
3） 施工海域地质环 2） 拼装基地条件相对要求高
境适应性强，受已
敷设海缆影响小；
4） 国内专业施工船
舶资源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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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分体式安装，整体式安装特别适用于
规模大的风场建设，具有施工安全、效率高等特
点。自东海大桥海上风电示范项目首次使用整体
式安装技术，风机整体安装技术先后在三峡响水、
上海临港、国电普陀和珠海桂山等项目应用。适
用基础形式有高桩承台基础和导管架基础，而对
于单桩基础上的风机整体安装国内外尚无先例。

陆及定位功能吊装体系来保证安装的平稳和精
度[5]。软着陆及定位功能吊装体系由平衡梁及索具
系统、上部吊架系统、缓冲系统、下部就位系统
以及中央控制系统组成（如图 2 所示）[6]。其中平衡
梁及索具系统、上部吊架系统用于完成海上风力
发电机组的陆上组拼、海上运输及吊装；上部吊
架系统和下部就位系统共同作用，实现风力发电

1 工程概况
本文依托国华东台四期海上风电场项目，以
16 号风机机位为研究对象。16 号风机基础采用无
过渡段单桩基础结构形式，单桩直径 5.5 m，桩顶
高程+11.0 m[2]。风机采用上海电气 4.0 MW 风机，
叶片长 63.5 m，叶轮直径 130.0 m，轮毂中心高度
90 m（平均海平面起算），分 3 节塔筒，风机总重
474 t[3]。

机组在海上的安装，用于完成塔筒对接的导向、
缓冲、同步升降以及精定位自动对中，使风机顺
利地安装于海上单桩筒体上；控制系统则通过监
测和控制来实现风机整体安装的自动化。

2 单桩基础风机整体安装技术方案
2.1 总体工艺
单桩基础海上风力发电机组整体安装施工采
用“陆上基地整机拼装、海上整机运输、海上整

平衡梁及
索具系统

机吊装、兼有软着陆及定位功能吊装体系缓冲着
陆定位安装”的技术路线 [4]，主要施工工艺流程见
图 1。
施工准备

风机
风机各部件进场验收

部件、电气系统组拼

上部吊架系统
下部就位系统

陆上基地部组件预组装

风机在运输驳上拼装

图 2 软着陆及定位功能吊装体系示意图
Fig. 2

风机在运输驳上整体运输

landing and positioning function

下附属构件安装
风机在现场整体安装
电气系统、
警示系统安装

上附属构件安装
配合风机系统调试

竣工验收

图1

施工总体工艺流程

Fig. 1 General construction process

2.2

Schematic diagram of hoisting system with soft

软着陆及定位功能吊装体系
风机整体安装需要控制风机下降加速度小于
0.25g，安装精度 1.5 mm，因此需要依赖一套软着

2.3

软着陆及定位功能吊装体系支撑方式
由于软着陆及定位功能吊装体系的下部就位
系统需要事先设置在基础上，在安装时用来承接
风机荷载，因此需在单桩上设置支承结构，用以
安装固定下部就位系统。
单桩上设置环形牛腿，距离法兰顶面 3.0 m，
环形牛腿宽 100 mm，牛腿采用 DH36 型材，屈服
强度 355 MPa，端面承压 400 MPa，如图 3 所示。
下部就位系统下方搁置在环形牛腿上，上方通过
环梁抱紧单桩，上下形成牢固的三角形结构，保
持稳定。

2020 年第 7 期

单桩顶 11.00 m

环形牛腿支撑顶

8.00 m

单桩管壁

单桩内侧

100 mm

环形牛腿支撑
t=20 mm

环形牛腿支撑
t=12 mm
单桩外侧

图 3 环形牛腿支承结构示意图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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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ring bracket support
structure

单桩桩径 5.5 m，泥面以上壁厚均为 60~65 mm，
计算采用 ANSYS 建模，泥面以上桩体和牛腿采用
solid45 单元，泥面以下桩采用 pipe16 单元，桩土
作用采用 p-y 曲线[7]。牛腿采用环形设计，距离法
兰顶面 3.0 m，环宽 100 mm。牛腿采用 DH36 型
材，屈服强度 355 MPa，端面承压 400 MPa。
1） 计算工况
工况 1：极端工况，牛腿环表面承受 8.92 MPa
均布压力。

工况 2：风机载荷极限工况。
工况 3：疲劳工况，按照单桩等效疲劳载荷，
牛腿表面不受力。
工况 4：牛腿偏心受压，计算模拟采用全截
面均布压力 30 MPa。
工况 5：打桩工况，从 GRWEAP 软件中提取
打桩时桩顶受到的竖向力，评估打桩过程对牛腿
产生的应力。
2） 计算结果

工况 1：牛腿应力 78.6 MPa，小于屈服强度
和端面承压能力。
工况 2：风机载荷为风机厂家提供极限载荷，
波浪力为 SACS 提取，施加于桩顶，按照极端工
况计算。桩身应力 149 MPa，牛腿应力 135 MPa，
小于屈服强度和端面承压能力。
工 况 3： 等 效 疲 劳 计 算 参 照 DNV -GL -RP C203-2016-04 执行[8]。计算得到最大损伤为 0.66，
小于 1.0，位于牛腿上底面与钢管桩焊接位置；单
桩牛腿上表面应力为 186 MPa，小于屈服强度和
端面承压能力；单桩牛腿面以上疲劳损伤为 0.26，
小于 1.0。

工况 4：牛腿应力 257 MPa，小于屈服强度和
端面承压能力，整体变形 8 mm，相对变形较小。
工况 5：采用 GRWEAP 打桩软件提取打桩时
桩身受到的最大竖向力为 164.5 MN，计算得到牛
腿表面应力为 208 MPa，位于焊缝顶端。
根据以上各工况计算结果，牛腿结构均满足
要求。
2.4

附属构件方案
在分体安装时，单桩基础采用整体式附属构
件，在沉桩完成安装附属构件后进行风机安装，
由于整体安装的工艺特点，对附属构件进行模块
化设计，设计为“1+2”式的模块化结构，如图 4
所示。即将下半部分设计为一个整体结构，在沉
桩完成后直接安装套入单桩中；上半部分设计为
对拆结构，便于风机整体吊装完毕后安装。
外平台半片 1
外平台半片 2

套笼下半部分

图4

附属构件方案示意图

Fig. 4 Schematic diagram of accessory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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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桩基础风机整体安装工程应用
国华东台四期 （H2）300 MW 海上风电场项目
于 2019 年 8 月 17 日实施了全球首例单桩基础风
机整体安装技术工程应用，施工实景如图 5 所示。

图 5 单桩基础风机整体安装
Fig. 5

Integral installation of a single pile foundation wind
turb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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