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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巨型海上风机安装平台

的四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改变桩腿的销孔分布：左销孔或右销孔，与前销

孔或后销孔交错分布，每侧中相邻孔间距为2L，

在桩腿的轴线方向上，前销孔或后销孔，与左销

孔或右销孔的间距为L；四侧定位销定位；四侧缸

同时启动；左右定位销插入下一插孔，四侧缸同

时提升；前后定位销拔出，左右液压缸继续工作；

前后定位销插入下一插孔，四侧缸同时提升；重

复步骤S4至S7，直到桩体到达所需提升高度。由

于采用上述四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充分利

用销孔的孔距差作为行程重叠区域，无需额外在

控制部分单独区分重叠行程，简化了控制过程，

使桩腿移动更加平稳，更加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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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巨型海工桩腿现场连续预热多段焊接安装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改变桩腿的销孔分布：在桩腿的前后左右侧面上分别设有一排等间距分布的前销

孔、一排等间距分布的后销孔、一排等间距分布的左销孔和一排等间距分布的右销孔，所述

左销孔或右销孔，与前销孔或后销孔交错分布；

S2、四侧定位销定位：多缸驱动桩腿升降装置中的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后液压缸提升装

置、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分别通过插拔销定位装置将定位销插入到桩

腿上的前销孔、后销孔、左销孔和右销孔中；此时，初始状态不同，前后液压缸与左右液压缸

不能在相同的工作行程位置，设定左右液压缸在中部行程，前后液压缸处于0行程状态；

S3、四侧缸同时启动：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后

液压缸提升装置同时启动，分别通过插拔销定位装置同时带动桩腿向上移动；

S4、左右定位销拔出，前后液压缸继续工作：当左右液压缸达到最大行程，左液压缸提

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分别通过插拔销定位装置将定位销从桩腿上的左销孔和右销

孔拔出，此时，在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的作用下，桩腿继续向上移动；

S5、左右定位销插入下一插孔，四侧缸同时提升：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

置带动插拔销定位装置快速向下移动，检测到下一个左右销孔后，插入定位销，左液压缸提

升装置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同时反向启动，与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一

起，同时带动桩腿向上移动；

S6、前后定位销拔出，左右液压缸继续工作：当前后液压缸达到最大行程，前液压缸提

升装置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分别通过插拔销定位装置将定位销从桩腿上的前销孔和后销

孔拔出，此时，在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的作用下，桩腿继续向上移动；

S7、前后定位销插入下一插孔，四侧缸同时提升：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

置带动插拔销定位装置快速向下移动，检测到下一个前后销孔后，插入定位销，前液压缸提

升装置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同时反向启动，与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一

起，同时带动桩腿向上移动，直到左右液压缸达到最大行程；

S8、重复步骤S4至S7，直到桩体到达所需提升高度后，停止工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巨型海上风机安装平台的四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所述的前销孔和后销孔相对应，所述左销孔和右销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巨型海上风机安装平台的四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所述的相邻前销孔之间的孔间距与相邻后销孔之间的孔间距、相邻

左销孔之间的孔间距、相邻右销孔之间的孔间距相等，都为2L，在桩腿的轴线方向上，所述

的前销孔或后销孔，与所述的左销孔或右销孔的间距为L。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巨型海上风机安装平台的四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步骤S1中，桩腿是由E690超高强度钢材料制成的圆筒形结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巨型海工桩腿现场连续预热多段焊接安装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S1中，桩腿的内部直径为5m，壁厚为50mm。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巨型海上风机安装平台的四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

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多缸驱动桩腿升降装置包括方形框架、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后液压

缸提升装置、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所述方形框架是由上方形框、下方形

框和四根立柱构成，上方形框的四角处通过四根立柱与下方形框固定连接，下方形框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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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框相互平行，被升降的桩腿从方形框架的上方形框和下方形框中穿过；所述前液压缸

提升装置、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分别安装在方形框

架的前后左右侧，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同步驱动桩腿升降，左液压缸提

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同步驱动桩腿升降。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巨型海上风机安装平台的四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

置的结构相同。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巨型海上风机安装平台的四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包括两个前液压缸、滑轨、滑块和插拔销定位装置，两个前

液压缸竖立向下安装在方形框架的前侧的上部，滑轨设在方形框架的前侧梁上，两个前液

压缸同时带动滑块沿着滑轨移动，所述插拔销定位装置固定在滑块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巨型海上风机安装平台的四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插拔销定位装置包括定位销、复位弹簧和电磁铁，定位销横向安装在滑块的销

孔中，当电磁铁通电时，电磁铁通过磁力将定位销从桩腿的前销孔中拔出，复位弹簧被压

缩，当电磁铁失电时，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将定位销推入桩腿的前销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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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巨型海上风机安装平台的四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海工装备技术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巨型海上风机安装平台的四

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海上风电作为清洁能源受到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已列入我国新兴产业

和海洋强国国家战略。随着风机大型化和风电场深水远岸化，自升式海上风机安装平台自

重越来越大、作业工况越来越恶劣，超大型海上风机安装平台需要应用一种桩腿多轴套交

替升降的同步随动定位装置，以保证超大平台百米大跨距防巨大倾覆力矩的连续平稳自升

降，在保证自升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工作效率。

[0003] 该专利利用升降滑块上的左、右轴套抱紧桩腿上的均布短轴，驱动桩腿升降。各轴

套单元交替动作，交替环节有同步随动和行程重叠，实现桩腿连续无停顿可靠升降。但在等

孔距桩腿上，需要在相同行程中划分行程重叠区需额外增加位置传感器，控制过程繁琐，控

制成本增加，不可控风险增加。

[0004]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5年10月21日公开了公开号为CN  1049888894A的专利文献，

公开了以下内容：一种海上风电安装船轴套式全连续桩腿升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  (1) 

由控制系统发出桩腿提升命令，系统锁紧装置释放桩腿  ；  (2)  轴套单元  (A、B、C、D)  进入

①～②行程阶段  ：轴套单元  (A、C)  处于工作行程的  初期阶段，升降滑块提供动力把由

左、右轴套合拢抱紧的短轴及通过焊接固定的桩腿一起  提升  ；轴套单元  (B、D) 处于分离

阶段，升降滑块与桩腿同步提升，油缸通过活塞杆提供拉力  使左、右轴套逐步分离  ；  (3) 

轴套单元  (A、B、C、D)  进入②～③行程阶段  ：轴套单元  (A、C)  处于工作行程的  中期阶

段，升降滑块继续提供动力提升桩腿  ；轴套单元  (B、D) 处于空回行程阶段，升降滑块迅速

下降到下一个目标短轴的水平线上  ；  (4)  轴套单元  (A、B、C、D)  进入③～④行程阶段  ：

轴套单元  (A、C) 处于工作行程的  后期阶段，升降滑块继续提供动力提升桩腿  ；轴套单元 

(B、D) 处于合拢阶段，升降滑块改变  运动速度与方向，与目标短轴在同一水平线上同步上

升，且油缸通过活塞杆提供推力使左、  右轴套逐步向目标短轴合拢  ；(5)  轴套单元  (A、B、

C、D)  进入④～⑤行程阶段  ：轴套单元  (A、C) 处于分离阶段，  升降滑块与桩腿同步提升，

油缸通过活塞杆提供拉力使左、右轴套逐步分离  ；轴套单元  (B、  D) 处于工作行程的初期

阶段，升降滑块提供动力把由左、右轴套合拢抱紧的短轴及通过焊  接固定的桩腿一起提升 

；(6)  轴套单元  (A、B、C、D)  进入⑤～⑥行程阶段  ：轴套单元  (A、C) 处于空回行程阶  段，

升降滑块迅速下降到下一个目标短轴的水平线上  ；轴套单元  (B、D)  处于工作行程的中 

期阶段，升降滑块继续提供动力提升桩腿  ；(7)  轴套单元  (A、B、C、D)  进入⑥～①行程阶

段  ：轴套单元  (A、C)  处于合拢阶段，  升降滑块改变运动速度与方向，与目标短轴在同一

水平线上同步上升，且油缸通过活塞杆  提供推力使左、右轴套逐步向目标短轴合拢  ；轴套

单元  (B、D)  处于工作行程的后期阶段，升 降滑块继续提供动力提升桩腿  ；  (8)  重复以

上  6  个行程阶段，直至控制系统发出桩腿停止提升命令，在工作行程阶  段的一组轴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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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停止提升，另一组轴套单元继续运行至①节点处停止，系统锁紧装置启  动。桩腿的下降

方法与提升方法原理相同，只是在升降滑块的运动方向上相反。各轴套单元交替工作，交替

环节有同步随动和行程重叠。上述专利利用升降滑块上的左、右轴套抱紧桩腿上的均布短

轴，驱动桩腿升降。各轴套单元交替动作，交替环节有同步随动和行程重叠，实现桩腿连续

无停顿可靠升降。但在等孔距桩腿上，需要在相同行程中划分行程重叠区需额外增加位置

传感器，控制过程繁琐，控制成本增加，不可控风险增加。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上述之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巨型海上风机安装平台的四侧

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由于采用上述四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充分利用销孔的孔距

差作为行程重叠区域，无需额外在控制部分单独区分重叠行程，简化了控制过程。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巨型海上风机安装平台的四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改变桩腿的销孔分布：在桩腿的前后左右侧面上分别设有一排等间距分布的前销

孔、一排等间距分布的后销孔、一排等间距分布的左销孔和一排等间距分布的右销孔，所述

左销孔或右销孔，与前销孔或后销孔交错分布；

S2、四侧定位销定位：多缸驱动桩腿升降装置中的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后液压缸提升装

置、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分别通过插拔销定位装置将定位销插入到桩

腿上的前销孔、后销孔、左销孔和右销孔中；此时，初始状态不同，前后液压缸与左右液压缸

不能在相同的工作行程位置，设定左右液压缸在中部行程，前后液压缸处于0行程状态；

S3、四侧缸同时启动：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后

液压缸提升装置同时启动，分别通过插拔销定位装置同时带动桩腿向上移动；

S4、左右定位销拔出，前后液压缸继续工作：当左右液压缸达到最大行程，左液压缸提

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分别通过插拔销定位装置将定位销从桩腿上的左销孔和右销

孔拔出，此时，在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的作用下，桩腿继续向上移动；

S5、左右定位销插入下一插孔，四侧缸同时提升：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

置带动插拔销定位装置快速向下移动，检测到下一个左右销孔后，插入定位销，左液压缸提

升装置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同时反向启动，与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一

起，同时带动桩腿向上移动；

S6、前后定位销拔出，左右液压缸继续工作：当前后液压缸达到最大行程，前液压缸提

升装置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分别通过插拔销定位装置将定位销从桩腿上的前销孔和后销

孔拔出，此时，在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的作用下，桩腿继续向上移动；

S7、前后定位销插入下一插孔，四侧缸同时提升：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

置带动插拔销定位装置快速向下移动，检测到下一个前后销孔后，插入定位销，前液压缸提

升装置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同时反向启动，与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一

起，同时带动桩腿向上移动，直到左右液压缸达到最大行程；

S8、重复步骤S4至S7，直到桩体到达所需提升高度后，停止工作。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1中，所述的前销孔和后销孔相对应，所述左销孔和右销孔。

[0008]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1中，桩腿是由E690超高强度钢材料制成的圆筒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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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1中，桩腿的内部直径为5m，壁厚为50mm。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S1中，所述的相邻前销孔之间的孔间距与相邻后销孔之间的

孔间距、相邻左销孔之间的孔间距、相邻右销孔之间的孔间距相等，都为2L，在桩腿的轴线

方向上，所述的前销孔或后销孔，与所述的左销孔或右销孔的间距为L。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多缸驱动桩腿升降装置包括方形框架、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后液压

缸提升装置、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所述方形框架是由上方形框、下方形

框和四根立柱构成，上方形框的四角处通过四根立柱与下方形框固定连接，下方形框和上

方形框相互平行，被升降的桩腿从方形框架的上方形框和下方形框中穿过；所述前液压缸

提升装置、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分别安装在方形框

架的前后左右侧，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同步驱动桩腿升降，左液压缸提

升装置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同步驱动桩腿升降。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左液压缸提升装置和右液

压缸提升装置的结构相同。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包括两个前液压缸、滑轨、滑块和插拔销定位装

置，两个前液压缸竖立向下安装在方形框架的前侧的上部，滑轨设在方形框架的前侧梁上，

两个前液压缸同时带动滑块沿着滑轨移动，所述插拔销定位装置固定在滑块上。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插拔销定位装置包括定位销、复位弹簧和电磁铁，定位销横向安装

在滑块的销孔中，当电磁铁通电时，电磁铁通过磁力将定位销从桩腿的前销孔中拔出，复位

弹簧被压缩，当电磁铁失电时，在复位弹簧的作用下，将定位销推入桩腿的前销孔中。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由于采用上述四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充分利用销孔的孔距差作为行程重叠区

域，无需额外在控制部分单独区分重叠行程，简化了控制过程，使桩腿移动更加平稳，更加

安全可靠。

附图说明

[0016] 利用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但附图中的实施例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任何限

制，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以下附图获得

其它的附图：

图1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图2为本发明中桩腿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多缸驱动桩腿升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4为图3所示的俯视图；

图5为图3所示方形框架的结构示意图；

图6为图3所示前液压缸提升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7为图6所示插拔销定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图8为前液压缸提升装置的前液压缸行程状态图；

图9为前液压缸提升装置的左液压缸行程状态图。

[0017] 图中：1、方形框架；  2、前液压缸提升装置；  3、后液压缸提升装置；  4、左液压缸提

升装置；  5、右液压缸提升装置；6、上方形框；7、下方形框；8、立柱；9、桩腿；10、前销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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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销孔；12、右销孔；13、前液压缸；14、滑轨；15、滑块；16、插拔销定位装置；17、定位销；18、

复位弹簧；19、电磁铁；20、台阶孔；21、挡块；22、左液压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的实施例及

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19]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度”、

“厚度”、“上表面”、“下表面”、“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

“外”、“正转”、“反转”、“轴向”、“径向”、“周向”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

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

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0] 如图1所示，一种巨型海上风机安装平台的四侧缸驱动桩腿升降的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S1、改变桩腿的销孔分布：如图2所示，在桩腿9的前后左右侧面上分别设有一排等间距

分布的前销孔10、一排等间距分布的后销孔（图中无显示）、一排等间距分布的左销孔11和

一排等间距分布的右销孔12，所述左销孔11或右销孔12，与前销孔10或后销孔交错分布；所

述的前销孔10和后销孔相对应，所述左销孔11和右销孔12相对应，所述的相邻前销孔10之

间的孔间距与相邻后销孔之间的孔间距、相邻左销孔11之间的孔间距、相邻右销孔12之间

的孔间距相等，都为2L，在桩腿9的轴线方向上，所述的前销孔或后销孔，与所述的左销孔或

右销孔的间距为L。桩腿9是由E690超高强度钢材料制成的圆筒形结构，桩腿的内部直径为

5m，壁厚为50mm。

[0021] 、四侧定位销定位：

如图3、4、5所示，所用到的多缸驱动桩腿升降装置，包括方形框架1、前液压缸提升装置

2、后液压缸提升装置3、左液压缸提升装置4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5，所述方形框架1是由上

方形框6、下方形框7和四根立柱8构成，上方形框6的四角处通过四根立柱8与下方形框7固

定连接，下方形框7和上方形框6相互平行，被升降的桩腿9从方形框架1的上方形框和下方

形框中穿过；所述前液压缸提升装置2、后液压缸提升装置3、左液压缸提升装置4和右液压

缸提升装置5分别安装在方形框架1的前后左右侧，前液压缸提升装置2和后液压缸提升装

置3同步驱动桩腿升降，左液压缸提升装置4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5同步驱动桩腿升降。前液

压缸提升装置2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3同步驱动桩腿升降，左液压缸提升装置4和右液压缸

提升装置5的结构相同；

多缸驱动桩腿升降装置中的前液压缸提升装置2、后液压缸提升装置3、左液压缸提升

装置4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5，分别通过插拔销定位装置将定位销插入到桩腿9上的前销孔、

后销孔、左销孔和右销孔中；此时，初始状态不同，前后液压缸与左右液压缸不能在相同的

工作行程位置，设定左右液压缸在中部行程，前后液压缸处于0行程状态，此时，前液压缸提

升装置2的前液压缸13行程状态以及左液压缸提升装置4的左液压缸22行程状态，如图8所

示；

S3、四侧缸同时启动：前液压缸提升装置2、后液压缸提升装置3、左液压缸提升装置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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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液压缸提升装置5同时启动，分别通过插拔销定位装置同时带动桩腿向上移动，此时，前

液压缸提升装置2的前液压缸行程状态以及左液压缸提升装置4的左液压缸行程状态，如图

9所示；

S4、左右定位销拔出，前后液压缸继续工作：当左液压缸提升装置4和后液压缸提升装

置5中的左右液压缸达到最大行程，左液压缸提升装置4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5，分别通过插

拔销定位装置将定位销从桩腿上的左销孔和右销孔拔出，此时，在前液压缸提升装置2和后

液压缸提升装置3的作用下，桩腿9继续向上移动；

S5、左右定位销插入下一插孔，四侧缸同时提升：左液压缸提升装置4和右液压缸提升

装置5带动插拔销定位装置快速向下移动，检测到下一个左右销孔后，插入定位销，左液压

缸提升装置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同时反向启动，与前液压缸提升装置2和后液压缸提升装

置3一起，同时带动桩腿向上移动；

S6、前后定位销拔出，左右液压缸继续工作：当前后液压缸达到最大行程，前液压缸提

升装置2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3，分别通过插拔销定位装置将定位销从桩腿上的前销孔和后

销孔拔出，此时，在左液压缸提升装置4和右液压缸提升装置5的作用下，桩腿9继续向上移

动；

S7、前后定位销插入下一插孔，四侧缸同时提升：左液压缸提升装置4和右液压缸提升

装置5带动插拔销定位装置快速向下移动，检测到下一个前后销孔后，插入定位销，前液压

缸提升装置2和后液压缸提升装置3同时反向启动，与左液压缸提升装置4和右液压缸提升

装置5一起，同时带动桩腿向上移动，直到左右液压缸达到最大行程；

S8、重复步骤S4至S7，直到桩体到达所需提升高度后，停止工作。

[0022] 如图8所示，所述前液压缸提升装置包括两个前液压缸13、滑轨14、滑块15和插拔

销定位装置16，两个前液压缸13竖立向下安装在方形框架1的前侧的上部，滑轨设在方形框

架1上，两个前液压缸13同时带动滑块15沿着滑轨14移动，所述插拔销定位装置16设在滑块

15上。

[0023] 本专利方法最大的特点：充分利用销孔的孔距差作为行程重叠区域，无需额外在

控制部分单独区分重叠行程，简化了控制过程，使桩腿移动更加平稳，更加安全可靠。

[0024] 如图9所示，所述插拔销定位装置16包括定位销17、复位弹簧18和电磁铁19，定位

销17横向安装在滑块的台阶孔20中，当电磁铁19通电时，电磁铁19通过磁力将定位销17从

桩腿9的前销孔中拔出，复位弹簧18被压缩，当电磁铁19失电时，在复位弹簧18的作用下，将

定位销17推入桩腿9的前销孔中。

[0025] 此外，在不相互矛盾的情况下，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将本说明书中描述的不同

实施例或示例以及不同实施例或示例的特征进行结合和组合。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

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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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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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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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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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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