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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漂浮式光伏电站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漂浮式光伏电站的

水下桩基系泊系统，包括PHC预制桩和钢丝绳，所

述钢丝绳的一端通过抱箍或对穿孔与所述PHC预

制桩固定连接，另一端与光伏电站的浮筒固定连

接，所述PHC预制桩的下端锚固在水底泥土中，所

述PHC预制桩的上端位于泥面之上。本实用新型

采用PHC预制桩和钢丝绳来锚固漂浮式光伏电站

不仅能够确保光伏电站的平稳安全运行，还大大

简化了施工工艺，且PHC预制桩水下施工工艺简

单，能够大幅度地节约施工成本。通过预留钢丝

绳长度来考虑水位变化和泥面高程变化，当水位

变化时，漂浮式光伏电站能够随水位上下浮动，

当存在风荷载时，钢丝绳能够将水平作用力传递

至水下锚固桩，从而将漂浮式光伏电站的位移限

定在一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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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漂浮式光伏电站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包括PHC预制桩(1)和钢丝绳(3)，所述钢

丝绳(3)的一端与所述PHC预制桩(1)固定连接，另一端与光伏电站的浮筒固定连接，所述

PHC预制桩(1)的下端锚固在水底泥土中，所述PHC预制桩(1)的上端位于泥面之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漂浮式光伏电站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PHC预制桩(1)上固定有抱箍(2)，所述抱箍(2)包括两个半片抱箍，两个半片抱箍通过螺栓

(6)连接紧固在所述PHC预制桩(1)上，所述钢丝绳(3)的端部穿过所述PHC预制桩(1)和所述

螺栓(6)中段之间的间隙后通过钢丝绳夹(4)  栓在所述抱箍（2）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漂浮式光伏电站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半片抱箍设置有加劲板(5)，所述加劲板(5)垂直于所述半片抱箍的板面。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漂浮式光伏电站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PHC预制桩(1)的轴向上固定有两个所述抱箍(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漂浮式光伏电站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PHC预制桩(1)上预留有对穿孔(7)，所述钢丝绳(3)的端部穿过所述对穿孔(7)后通过钢丝

绳夹(4)  栓在所述PHC预制桩(1)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漂浮式光伏电站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PHC预制桩(1)的轴向上预留有至少两个对穿孔(7)。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或5所述的一种漂浮式光伏电站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水下桩基系泊系统设置于漂浮式光伏电站漂浮平台的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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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漂浮式光伏电站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漂浮式光伏电站的

水下桩基系泊系统，可广泛运用于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的锚固。

背景技术

[0002]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国光伏电站主要建设在甘肃和新疆等一马平川的戈壁滩地

区，场区光照充足且地形条件简单利于陆上光伏电站建设。因为这些区域不是电力负荷中

心，随着光伏装机容量的增大，受电网消纳和送出等条件制约，西北地区已经产生了严重的

弃光现象。在山东、江苏、河北和湖南等用电负荷中心.受土地资源条件的限制，可用于开发

光伏电站的陆上土地资源越来越少，被迫往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发展。

[0003] 我国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水上光伏电站具有不占用土地资

源的优越条件，是未来光伏电站发展的一个趋势。水上光伏电站是利用漂浮浮筒固定光伏

组件发电，漂浮浮筒通过水下锚固系统进行固定。目前常用的岸边牵引式锚固系统只能用

于水域面积较小的区域，限制了大规模水上光伏电站的发展。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针对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可靠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在风荷载、水流力

和水位变化等作用下，光伏组件和浮筒等设施能上下浮动，确保光伏电站的平稳安全运行。

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5] 一种漂浮式光伏电站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包括PHC预制桩和钢丝绳，所述钢丝绳

的一端与所述PHC预制桩固定连接，另一端与光伏电站的浮筒固定连接，所述PHC预制桩的

下端锚固在水底泥土中，所述PHC预制桩的上端位于泥面之上。

[0006] PHC预制桩，即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管桩。单桩承载力高，由于PHC  管桩桩身混凝

土强度高，可打入密实的土层，由于挤压作用，桩端承载力可比原状土质提高70%  ～80%  ，

桩侧摩阻力提高20%～40%  。因此，PHC  管桩承载力设计值要比同样直径的沉管灌注桩、钻

孔灌注桩和人工挖孔桩高。沉桩质量可靠  PHC  管桩是工厂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桩身质

量可靠；运输吊装方便，接桩快捷；机械化施工程度高，操作简单，易控制；在承载力，抗弯性

能、抗拨性能上均易得到保证；直接成本通过对多项工程实例的总结和分析，PHC  管桩的单

位承载力造价在诸多桩型中是较便宜的一种。采用PHC预制桩和钢丝绳来锚固漂浮式光伏

电站不仅能够确保光伏电站的平稳安全运行，还大大简化了施工工艺，且PHC预制桩水下施

工工艺简单，能够大幅度地节约施工成本。本技术方案通过预留钢丝绳长度来适应所在区

域的水位变化和泥面高程变化，当水位变化时，漂浮式光伏电站能够随水位上下浮动，当存

在风荷载和水流荷载等水平荷载时，通过上风向钢丝绳张紧能够将水平作用力传递至水下

锚固桩，漂浮平台下风向一侧钢丝绳处于松弛状态，上风向一侧钢丝绳处于张紧状态，通过

预留钢丝绳的长度裕量，从而将漂浮式光伏电站的位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0007] 进一步地，所述PHC预制桩上固定有抱箍，所述抱箍包括两个半片抱箍，两个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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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箍通过螺栓连接紧固在所述PHC预制桩上，所述钢丝绳的端部穿过所述PHC预制桩和所述

螺栓中段之间的间隙后通过钢丝绳夹栓在抱箍上。所述抱箍、钢丝绳、钢丝绳夹具均为可拆

卸结构，抱箍位置可根据锚固桩位置及露出泥面高度上下调节。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半片抱箍设置有加劲板，所述加劲板垂直于所述半片抱箍的板面，

加劲板的设置能够提高抱箍的结构平面外刚度，提高结构可靠性。

[0009] 进一步地，在所述PHC预制桩的轴向上根据项目需要固定有一个或两个所述抱箍。

这样可以根据具体的需要来进行单边、两边、三边或四边连接钢丝绳，根据需要来实现一个

方向或多个方向的锚固。

[0010] 进一步地，所述PHC预制桩上预留有对穿孔，所述钢丝绳的端部穿过所述对穿孔后

通过钢丝绳夹栓在PHC预制桩上。采用此种固定方式，能够大大地简化施工工艺，现场施工

时只需要使用钢丝绳夹即可将钢丝绳固定在PHC预制桩上。

[0011] 进一步地，在所述PHC预制桩的轴向上根据项目需要预留有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对

穿孔，所述穿孔(7)可根据锚固需要按不同方向在PHC预制桩(1)轴向上上下错开等间距布

置。可进行单边、两边、三边或四边连接钢丝绳，根据需要来实现一个方向或多个方向的锚

固。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水下桩基系泊系统设置于漂浮式光伏电站漂浮平台的四周。

[0013] 本实用新型利用钢丝绳及夹具、抱箍、预制桩桩基形成力学传递体系，实现了漂浮

式光伏电站的水下锚固，为水上漂浮式光伏电站的安全运行提供了保障，本方案具有以下

优点：

[0014] 1.钢丝绳长度考虑水位变化和泥面高程变化，根据环境使用情况预留钢丝绳长度

裕量，当水位和泥面高程发生变化时，漂浮光伏电站能够随水位的变化而浮动。

[0015] 2.利用PHC预制桩抗拔，预制桩水下施工工艺简单，施工速度快，施工质量可靠，预

制桩可在岸边和水域区域底部进行成桩，运用范围广。

[0016] 3.钢丝绳与预制桩采用抱箍过度连接，钢丝绳一端固定于抱箍上，另外一端固定

于漂浮的浮筒上，钢丝绳端头靠钢丝绳夹固定，此连接方式简单，现场安装方便，传力明确。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的立面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的水平截面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的立面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的水平截面示意图。

[0021] 图中：1-PHC预制桩；2-抱箍；3-钢丝绳；4-钢丝绳夹；5-加劲板；6-螺栓；7-对穿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3] 实施例1

[0024] 参见图1-2，一种漂浮式光伏电站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包括PHC预制桩1、抱箍2和

钢丝绳3，PHC预制桩1上固定有抱箍2，抱箍2包括两个半片抱箍，两个半片抱箍通过螺栓6连

接紧固在所述PHC预制桩1上，所述钢丝绳3的一个端部穿过所述PHC预制桩和所述螺栓6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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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之间的间隙后通过钢丝绳夹4栓在抱箍2上，另一端与光伏电站的浮筒（未图示）固定连

接，所述PHC预制桩1的下端锚固在水底泥土中，所述PHC预制桩1的上端位于泥面之上。

[0025] 优选地，半片抱箍设置有两个加劲板5，所述加劲板5垂直于所述半片抱箍的板面。

加劲板5的设置能够提高抱箍的平面外刚度，提高结构的可靠性。

[0026] 优选地，在所述PHC预制桩1的轴向上根据项目需要设置一个或两个所述抱箍，两

个抱箍需要上下错开布置。这样可以根据具体的需要来进行单边、两边、三边或四边连接钢

丝绳，根据需要来实现一个方向或多个方向的锚固。

[0027] 施工时，采用静压或锤击施工PHC预制桩，预制桩直径、设置间距及入土深度可根

据力学计算确定，为方便桩基施工和后续桩顶抱箍和钢丝绳连接，桩长一般宜大于施工区

域水深。

[0028] 在桩顶潜水之前，安装抱箍、连接螺栓和钢丝绳，抱箍由一对半片抱箍组成，抱箍

水平通过4个连接螺栓固定，抱箍和加劲板在工厂焊接，现场只进行螺栓连接，抱箍中心线

距离桩顶垂直距离约500mm。

[0029] 在抱箍连接螺栓拧紧之前，安装钢丝绳，松弛的钢丝绳穿过螺栓和PHC预制桩之间

的间隙，通过连接螺栓抗剪抵抗钢丝绳产生的拉力，钢丝绳采用镀锌钢丝绳，其直径和螺栓

型号通过力学计算确定，钢丝绳端部通过钢丝绳夹固定。

[0030] 在安装完成抱箍、钢丝绳及钢丝绳夹等工序后，继续沉桩至设计标高，桩顶露出泥

面宜≥1m，最终桩长需要根据水深和承载力计算等因素确定。

[0031] 水下桩基锚固系泊系统所采用构件均可根据使用环境进行设计，如钢丝绳的预留

长度可根据项目所在区域的泥面高程和水位高程进行调整，钢丝绳的直径和基桩长度可根

据受力计算确定。一对抱箍可实现单侧或双侧张拉钢丝绳，两对抱箍上下错开布置可实现

三边或四边张拉钢丝绳。该锚固系统能够适应于不同环境状况，能广泛运用于水上漂浮式

光伏电站。

[0032] 实施例2

[0033] 参见图3-4，一种漂浮式光伏电站的水下桩基系泊系统，包括PHC预制桩1和钢丝绳

3，PHC预制桩1上预留有对穿孔7，钢丝绳3的一个端部穿过所述对穿孔7后通过钢丝绳夹4栓

在PHC预制桩1上，另一端与光伏电站的浮筒（未图示）固定连接，所述PHC预制桩1的下端锚

固在水底泥土中，所述PHC预制桩1的上端位于泥面之上。

[0034] 采用此种固定方式，能够大大地简化施工工艺，现场施工时，在桩顶潜水之前只需

要使用钢丝绳夹即可将钢丝绳固定在PHC预制桩上。桩长一般宜大于施工区域水深。

[0035] 优选地，在所述PHC预制桩1的轴向上根据项目需要预留有一个或两个以上对穿孔

7。这样可实现可进行单边、两边、三边或四边连接钢丝绳，根据需要来实现一个方向或多个

方向的锚固。

[0036]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实用新

型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具体实施方

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局限性的，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实

用新型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下，还可做出很

多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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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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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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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9

CN 208441122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