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210977.1

(22)申请日 2020.03.24

(71)申请人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100000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

号院1号楼8层

(72)发明人 谢冰冰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方韬法业专利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11303

代理人 朱丽华

(51)Int.Cl.

F03D 13/20(2016.01)

E02D 37/00(2006.01)

E02D 27/4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装置及加

固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

加固装置，属于风机基础加固领域。该加固装置

包括设置在混凝土台柱外周的分体式钢环，分体

式钢环包括至少两个弧形段，两两相邻的弧形段

之间通过法兰和螺栓紧固连接，紧固连接在一起

的钢环对台柱外侧施加围压形成加固。钢环内半

径略小于台柱外半径，其高度等于台柱高度。还

公开了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方法。本发明

通过分体式钢环对混凝土台柱的围压加载，有效

降低混凝土台柱内的环向拉应力，有效抑制台柱

裂缝的产生及扩展，还能增强钢筋与混凝土的粘

结性能，彻底解决混凝土台柱容易裂缝、冒浆的

问题，为风机正常运行提供可靠保障。该加固方

法无需破坏现有风机基础结构，施工高效，节省

人力及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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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设置在所述混凝土台柱外

周的分体式钢环，所述分体式钢环包括至少两个弧形段，两两相邻的弧形段之间通过法兰

和螺栓紧固连接，紧固连接在一起的钢环对所述混凝土台柱外侧施加围压形成加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体式钢

环的内半径略小于所述混凝土台柱的外半径，所述分体式钢环的高度等于所述混凝土台柱

的高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体式钢

环的厚度t应满足：

其中，t为钢环厚度，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R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半

径，fy为钢环抗拉强度设计值。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分体式钢

环的内半径r为：

其中，r为钢环内半径，R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半径，E为钢环的弹性模量，t为钢环

厚度，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两两相邻

的弧形段之间的螺栓数量n为：

其中，n为螺栓数量，取整数，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R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

柱的半径，l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高度，m为螺栓半径，f螺为螺栓的抗拉强度。

6.一种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固方法为：在所述混凝土

台柱外周设置分体式钢环，所述分体式钢环包括至少两个弧形段，两两相邻的弧形段之间

通过法兰和螺栓紧固连接，紧固连接在一起的钢环对所述混凝土台柱外侧施加围压，形成

对所述混凝土台柱的加固。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体式钢

环的内半径略小于所述混凝土台柱的外半径，所述分体式钢环的高度等于所述混凝土台柱

的高度。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体式钢

环的厚度t应满足：

其中，t为钢环厚度，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R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半

径，fy为钢环抗拉强度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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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分体式钢

环的内半径r为：

其中，r为钢环内半径，R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半径，E为钢环的弹性模量，t为钢环

厚度，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两两相

邻的弧形段之间的螺栓数量n为：

其中，n为螺栓数量，取整数，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R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

柱的半径，l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高度，m为螺栓半径，f螺为螺栓的抗拉强度。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379669 A

3



一种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装置及加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风机基础加固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

装置及加固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陆上风力发电机的基础形式基本可分为基础环式和预拉锚栓式，该两种结构中均

包括设置在基础环或预拉锚栓外部的混凝土台柱。该混凝土台柱存在的问题有：①台柱的

混凝土易开裂，导致基础环或锚栓与混凝土之间产生间隙，间隙越大风机运行的动荷载对

基础混凝土的破坏性也越强；②在混凝土上表面被破坏时，该台柱的防水密封也随之被破

坏，雨水沿基础环侧面下渗，与磨碎的混凝土混合形成灰浆，造成“返水冒浆”，其间接加速

了混凝土的破坏进程；③基础环周边部分钢筋易被剪断，导致基础环与混凝土之间粘结性

降低。

[0003] 目前针对风机基础裂缝、冒浆等问题的治理主要是对裂缝进行注浆加固处理，但

这种加固方法治标不治本，一段时间后混凝土裂缝、冒浆等问题仍然会重现。

[0004] 由此可见，上述现有的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存在混凝土裂缝、冒浆等问题。本申请

就是针对上述问题，创设一种新的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装置及加固方法，使其从根

本上解决混凝土台柱容易裂缝、冒浆的问题，彻底加固风机基础，为风力发电机组正常运行

提供可靠保障，成为当前业界极需改进的目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装置，使其从根

本上解决混凝土台柱容易裂缝、冒浆的问题，彻底加固风机基础，为风力发电机组正常运行

提供可靠保障，从而克服现有的风机基础的不足。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装置，包括设

置在所述混凝土台柱外周的分体式钢环，所述分体式钢环包括至少两个弧形段，两两相邻

的弧形段之间通过法兰和螺栓紧固连接，紧固连接在一起的钢环对所述混凝土台柱外侧施

加围压形成加固。

[0007] 进一步改进，所述分体式钢环的内半径略小于所述混凝土台柱的外半径，所述分

体式钢环的高度等于所述混凝土台柱的高度。

[0008] 进一步改进，所述分体式钢环的厚度t应满足：

[0009]

[0010] 其中，t为钢环厚度，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R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

的半径，fy为钢环抗拉强度设计值。

[0011] 进一步改进，所述分体式钢环的内半径r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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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0013] 其中，r为钢环内半径，R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半径，E为钢环的弹性模量，t为

钢环厚度，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

[0014] 进一步改进，所述两两相邻的弧形段之间的螺栓数量n为：

[0015]

[0016] 其中，n为螺栓数量，取整数，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R为风机基础混凝

土台柱的半径，l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高度，m为螺栓半径，f螺为螺栓的抗拉强度。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方法，所述加固方法为：在所述混

凝土台柱外周设置分体式钢环，所述分体式钢环包括至少两个弧形段，两两相邻的弧形段

之间通过法兰和螺栓紧固连接，紧固连接在一起的钢环对所述混凝土台柱外侧施加围压，

形成对所述混凝土台柱的加固。

[0018] 进一步改进，所述分体式钢环的内半径略小于所述混凝土台柱的外半径，所述分

体式钢环的高度等于所述混凝土台柱的高度。

[0019] 进一步改进，所述分体式钢环的厚度t应满足：

[0020]

[0021] 其中，t为钢环厚度，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R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

的半径，fy为钢环抗拉强度设计值。

[0022] 进一步改进，所述分体式钢环的内半径r为：

[0023]

[0024] 其中，r为钢环内半径，R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半径，E为钢环的弹性模量，t为

钢环厚度，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

[0025] 进一步改进，所述两两相邻的弧形段之间的螺栓数量n为：

[0026]

[0027] 其中，n为螺栓数量，取整数，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R为风机基础混凝

土台柱的半径，l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高度，m为螺栓半径，f螺为螺栓的抗拉强度。

[0028] 采用这样的设计后，本发明至少具有以下优点：

[0029] 本发明加固装置通过分体式钢环对混凝土台柱的围压加载，可以有效降低混凝土

台柱内的环向拉应力，有效抑制混凝土台柱裂缝的产生及扩展，同时还能增强钢筋与混凝

土的粘结性能，彻底解决了混凝土台柱容易裂缝、冒浆的问题，彻底加固风机基础。并且该

加固装置无需扰动破坏现有风机基础的原有结构，施工高效，节省人力及时间成本。

[0030] 本发明加固装置还通过设置分体式钢环的内半径略小于混凝土台柱的外半径，能

实现对混凝土台柱更好的施加围压，起到良好的加固作用。还通过设置分体式钢环的高度

等于混凝土台柱的高度，形成钢环对台柱的全周向施压，使加固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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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本发明加固方法简单高效，施工方便，无需破坏现有风机基础的原有结构，省时省

力，从根本上解决了混凝土台柱容易裂缝、冒浆的问题，彻底加固风机基础，为风力发电机

组正常运行提供可靠保障。

附图说明

[0032] 上述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以下

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3] 图1是本发明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加固方法的原理示意图(侧视)。

[0034] 图2是本发明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加固方法的原理示意图(俯视)。

[0035] 图3是本发明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装置钢环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4是本发明钢环的结构设计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本发明通过在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外侧施加一定量的围压P，参照附图1和2所示，

可以有效降低混凝土台柱内的环向拉应力，有效抑制混凝土台柱裂缝的产生及扩展，同时

还能增强混凝土与其内部钢筋的粘结性能。其施加围压的具体加固装置的实施例如下叙

述。

[0038] 参照附图3和4所示，本实施例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装置，包括设置在该混

凝土台柱1外周的分体式钢环2，该分体式钢环2包括至少两个弧形段。

[0039] 本实施例中该分体式钢环2包括两个半圆形弧形段21和22，该两个半圆形弧形段

之间通过法兰23和高强螺栓紧固连接，紧固连接在一起的钢环对该混凝土台柱1外侧施加

围压p，形成对混凝土台柱1的加固。

[0040] 该分体式钢环2的内半径r要略小于该混凝土台柱1的外半径R，这样在加固施工

时，通过不断拧紧螺栓，钢环的内半径值由r变大为R，此时钢环2内部产生环向拉应力，继而

对混凝土台柱1施加围压，实现钢环2对混凝土台柱1更好的施加围压，起到良好的加固作

用。还有，该分体式钢环2的高度等于该混凝土台柱1的高度，形成钢环对台柱的全周向施

压，加固效果更好。

[0041] 本申请中该分体式钢环2的各项参数对施压效果影响较大，其中钢环的厚度t、内

半径r和紧固螺栓的数量n应满足如下条件：

[0042] ①该分体式钢环的厚度t应满足如下公式(1)：

[0043]

[0044] 其中，t为钢环厚度，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R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

的半径，fy为钢环抗拉强度设计值。

[0045] 该公式(1)由公式(2)推导得到，公式(2)为：

[0046]

[0047] 其中，f为钢环的拉应力，P、R、t、fy含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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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②该分体式钢环的内半径r由下式(3)得出：

[0049]

[0050] 其中，r为钢环内半径，R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半径，E为钢环的弹性模量，t为

钢环厚度，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

[0051] 该公式(3)的推导过程为：

[0052] 钢环厚度t经由上述①步求出后视为已知条件。

[0053] 钢环的环向应变值ε为：

[0054]

[0055] 钢环的环向应力σ为：

[0056]

[0057] 因为应力应变符合关系：

[0058] σ＝Eε          (6)

[0059] 联合立式(4)(5)(6)可得式(3)：

[0060]

[0061] ③该两两相邻的弧形段之间的螺栓数量n为下式(7)：

[0062]

[0063] 其中，n为螺栓数量，取整数，P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施加的围压，R为风机基础混凝

土台柱的半径，l为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高度，m为螺栓半径，f螺为螺栓的抗拉强度。

[0064] 该公式(7)由两个半圆环连接处需要满足的力的平衡公式(8)推导得到，公式(8)

为：

[0065] Rpl≤nπm2f螺                       (8)

[0066] 本实施例风机基础混凝土台柱的加固方法为：在混凝土台柱1外周设置上述的分

体式钢环2，该分体式钢环2包括至少两个弧形段，两两相邻的弧形段之间通过法兰和高强

螺栓紧固连接，紧固连接在一起的钢环对该混凝土台柱外侧施加围压，形成对风机基础混

凝土台柱的加固。

[0067] 其中，该分体式钢环的结构特征和设计要求均同上所述，安装过程中通过不断拧

紧高强螺栓达到施加围压的目的，加固了风机基础。

[0068] 本发明加固装置无需扰动破坏现有风机基础的原有结构，施工高效，节省人力及

时间成本。

[0069] 本发明通过加固钢环对混凝土台柱的围压加载，可以有效降低混凝土台柱内的环

向拉应力，有效抑制混凝土台柱裂缝的产生及扩展，同时还能增强钢筋与混凝土的粘结性

能。

[0070] 以上该，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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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技术人员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简单修改、等同变化或修饰，均落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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