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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冰区海洋工程领域，
涉及一种冰
区核电平台，
为冰区的海洋开发工作提供充足连
续的电力；
其中 ；
核堆平台浮于环境载荷平台包
围的水域内 ，
采用张力腿方式系泊；
环境载荷平
台设计为锥形结构 ，采用多点锚泊系统进行定
位；
核堆支撑平台与环境载荷平台分离，
二者之
间通过弹簧和液压阻尼器相连，
允许发生相对运
动。
本发明针对海洋冰区核电支撑平台的环境条
件和自身作业要求，
平台结构能够很好地抵抗冰
载荷，
其核堆支撑平台与环境承载平台分离又能
进一步减弱外部环境对核堆支撑平台的影响，
极
大提高了安全性。
本发明能够应用于冰区海洋环
境，
为冰区海洋的开发提供连续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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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冰区核电平台，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冰区核电平台包括核堆支撑平台(1)及其张
力腿系泊系统(4)、
环境载荷平台(2)及其多点系泊系统(3)和连接机构；
所述的连接机构包
括弹簧(6)和液压阻尼器(5)；
所述的核堆支撑平台(1)提供核能发电 ，
其形状根据总布置要求进行设计，
采用张力腿
系泊系统(4) ，
核堆支撑平台(1)漂浮在海面上，
为半顺应半刚性结构；
核堆支撑平台(1)内
部采用模块化组装方式，
能够根据需要定期更换模块；
张力腿系泊系统(4)使核堆支撑平台
(1)在水平面以上的运动为刚性，
在水平面以下的运动为顺应式；
所述的环境载荷平台(2)
的形状为中空的锥体结构，
采用多点系泊系统(3)进行定位，
环境载荷平台(2)与海冰之间
的接触面带有倾斜角度；
所述的核堆支撑平台(1)与环境载荷平台(2)分离，
核堆支撑平台(1)浮于环境载荷平
台中空部分包围的空间内，
二者之间通过弹簧(6)和液压阻尼器(5)相连，
允许发生相对运
动，
减弱环境载荷平台(2)运动对核堆支撑平台(1)的冲击。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冰区核电平台，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环境载荷平台(2)根
据水深不同，
选用不同的多点系泊系统(3)，
具体为：
当水深小于1000米时，
采用锚链悬链线
半张紧系泊；
当水深大于1000米，
采用链-钢缆-链全张紧系泊或链-尼龙缆-链全张紧系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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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冰区核电平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冰区海洋工程领域，
涉及一种冰区核电平台。
技术背景
[0002] 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的报告显示，
北极地区海冰面积正以每十年3 .5％的速度
递减。北极地区拥有大量资源，
其中未勘探的石油资源占全球未勘探石油资源25％。与此同
时，
北极地区海冰面积的缩小为极区的开发以及船舶运输新航线的开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
条件。冰区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为保障冰区海洋开发工作的持续性，
为冰
区的海洋开发工作提供连续的电力，
提出此发明。
[0003] 冰区核电平台的性能要求包括两类。
第一类是在静水中的浮性、稳性、抗沉性；
第
二类是在海风、
海浪、
海流、
海冰、
地震等环境载荷作用下的运动性能和结构强度性能。冰区
核电平台的设计，
要在保证以上性能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0004] 现有的核电站绝大多数建于陆地上，
仅有一艘阿卡德米克·罗蒙诺索夫号船型浮
动式核电站(使用冷战时期潜艇与核动力破冰船技术)准备建在俄罗斯近海，
为沿海城市供
电。而传统型海洋平台多用于石油钻采，
很少在冰区工作。
能够在冰区长时间作业的海洋平
台主要为导管架型固定式平台，
其作业水深和抗冰能力都有限。
[0005] 这些传统的设计理念存在如下局限与不足：
[0006]
(1)内陆核电站建在陆地上，
依靠地基支撑整个系统，
主要考虑风载荷和地震载
荷。而在冰区海洋环境下，
结构需承受静水浮力、
波浪、
海流、
海冰、
海风、
地震等环境载荷的
作用，
因此内陆核电平台的设计方式不能直接用于冰区。
[0007]
(2)传统冰区海洋平台设计为直立型固定式平台，
海冰与其相互作用发生的破坏
为挤压破坏。在这样的破坏方式下，
冰载荷较大且其破坏周期往往与平台的固有周期接近，
从而引发共振，
导致结构失效。
我国渤海的海二井平台就曾因海冰挤压破坏力过大发生被
海冰推倒的事故，
渤海JZ20-2SW平台也由于严重的冰激振动影响到人员工作和设备运转。
[0008]
(3)传统的海洋平台主要用于油气钻采，
环境承载系统与工作系统没有分离，
外部
环境因素会对其内部工作系统产生直接影响。而核电平台对安全性要求极高，
这种环境承
载系统与工作系统未分离的设计会成为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9] 为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性能局限，
本发明依据海洋冰区核电支撑平台的作业
环境和要求，
提出一种适用于冰区环境的核电平台，
能够为冰区的海洋开发工作提供充足
连续的电力。
[0010]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11] 一种冰区核电平台，
为冰区的海洋开发工作提供充足连续的电力，
包括核堆支撑
平台1及其张力腿系泊系统4、
环境载荷平台2及其多点系泊系统3、
连接机构；
所述的连接机
构包括弹簧6和液压阻尼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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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的核堆支撑平台1提供核能发电 ，
其形状根据总布置要求进行调整设计(目前
为圆柱形结构) ，
采用张力腿系泊系统4，
核堆支撑平台1所受浮力远大于自身重力，
能够漂
浮在海面上，
为半顺应半刚性结构。核堆支撑平台1内部布置，
采用模块化组装的方式，
根据
需要定期更换模块，
保证能源的持续供应。张力腿系泊方式使得平台水平面外的运动(垂
荡、横摇、
纵摇)为刚性，
位移很小；
水平面内的运动(纵荡、横荡、艏摇)为顺应式，
允许发生
比较大的偏移。
[0013] 所述的环境载荷承载平台2的形状为中空的锥体结构，
采用多点系泊系统3进行定
位，
多点系泊系统3主要用来约束水平面内的运动，
对水平面外的运动几乎没有影响，
环境
载荷承载平台2所受浮力与重力大小相当，
环境载荷承载平台2与海冰之间的接触面带有倾
斜角度。根据水深不同，
选用不同的多点系泊系统3，
具体为：
当水深小于1000米时，
采用锚
链悬链线半张紧系泊；
当水深大于1000米，
采用链-钢缆-链全张紧系泊或链-尼龙缆-链全
张紧系泊。
[0014] 所述的核堆支撑平台1与环境载荷平台2分离，
核堆支撑平台1浮于环境载荷平台
中空部分包围的空间内，
二者之间通过弹簧6和液压阻尼器5相连，
允许发生一定程度的相
对运动，
减弱环境载荷承载平台运动对核堆支撑平台的冲击。
[0015] 核堆支撑平台1海洋环境隔绝性能优秀，
与内陆相比安全隐患问题得到改善，
是核
电系统非常优秀的工作环境；
海水不仅可以作为天然的巨大散热器，
还可对辐射起到屏障
作用。环境载荷承载平台锥体结构的好处在于：
①当海冰与结构发生相互作用时，
带有倾斜
角度的接触面会使海冰破坏模式由挤压破坏转变为弯曲破坏，
极大的降低冰载荷的大小；
②弯曲破坏的冰载荷作用周期远离平台固有周期，
避免共振，
能起到很好的减震效果。整套
系泊形式的设计，
能够避免核堆支撑平台1六自由度的运动，
对保证核堆平台的安全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本发明针对海洋冰区核电支撑平台的环境条件和自身作业
要求。本发明设计的平台能够很好地抵抗冰载荷，
核堆支撑平台与环境承载平台分离能进
一步减弱外部环境对核堆支撑平台的影响，
极大提高安全性。本发明能够应用于冰区海洋
环境，
为冰区海洋的开发提供连续电力。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冰区核电平台整体概念设计图；
[0018] 图2为核堆支撑平台与环境载荷承载平台连接机构侧视图；
[0019] 图3为核堆支撑平台与环境载荷承载平台连接机构俯视图；
[0020] 图中：
1核堆支撑平台；
2环境载荷承载平台；
3多点系泊系统；
4张力腿系泊系统；
5
液压阻尼器；
6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2] 一种冰区核电平台，
包括核堆支撑平台1及其张力腿系泊系统4、
环境载荷平台2及
其多点系泊系统3、
连接机构；
所述的连接机构包括弹簧6和液压阻尼器5，
其中，
一个弹簧6
和一个液压阻尼器5为一组，
连接机构包括多组这样的结构，
均匀分布在核堆支撑平台1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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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载荷平台2之间。
[0023] 所述的核堆支撑平台1提供核能发电 ，
为圆柱形结构，
采用张力腿系泊系统4。所述
的环境载荷承载平台2的形状为中空的锥体结构，
采用多点系泊系统3进行定位，
抵抗外部
环境载荷(海冰、
海浪等)以保护核堆支撑平台1的平稳运行。核堆支撑平台1在内，
环境载荷
平台2在外，
二者之间通过连接机构相连接达到分离效果，
且二者之间允许发生一定程度的
相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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