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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

下螺栓连接结构及施工方法，包括导管架柱(1)、

导管架柱脚套管(2)、钢管桩(3)和钢管桩顶部连

接埋管(4)，导管架柱(1)下部连接导管架柱脚套

管(2)，钢管桩(3)打入海底，导管架柱脚套管(2)

套设在所述的钢管桩(3)上部外侧，钢管桩顶部

连接埋管(4)沿轴线方向设置在钢管桩(3)上部

内侧，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与导管架柱脚套

管(2)顶部通过螺栓结构固定连接，钢管桩(3)内

部填充有灌浆料，灌浆料将导管架柱脚套管(2)、

钢管桩(3)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三者固结。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高了导管架与桩基础

水中连接的可靠性和韧性，具有较好的抗疲劳连

接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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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导管架柱(1)、导

管架柱脚套管(2)、钢管桩(3)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所述的导管架柱(1)下部连接导

管架柱脚套管(2)，所述的钢管桩(3)打入海底，所述的导管架柱脚套管(2)套设在所述的钢

管桩(3)上部外侧，所述的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沿轴线方向设置在钢管桩(3)上部内侧，

所述的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与所述的导管架柱脚套管(2)顶部通过螺栓结构固定连接，

所述的钢管桩(3)内部填充有灌浆料，所述的灌浆料将导管架柱脚套管(2)、钢管桩(3)和钢

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三者固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导管架柱(1)下部与所述的导管架柱脚套管(2)焊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导管架柱脚套管(2)底部焊接有柱脚底板(5)，所述的导管架柱(1)的底部角点还与

所述的柱脚底板(5)焊接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导管架柱脚套管(2)顶部高度高于钢管桩(3)顶部高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与所述的钢管桩(3)同轴设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螺栓结构包括设置在导管架柱脚套管(2)顶部的柱脚法兰(6)以及设置在钢管桩顶

部连接埋管(4)顶部外侧的预埋管法兰(7)，所述的柱脚法兰(6)和预埋管法兰(7)上设有螺

栓孔，所述的柱脚法兰(6)和预埋管法兰(7)通过贯穿所述的螺栓孔的螺栓(8)进行固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钢管桩(3)内壁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外壁分别设有抗剪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钢管桩(3)内部位于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底部下方设有封底板(10)，所述的封底

板(10)将钢管桩(3)密封，所述的灌浆料填充在钢管桩(3)中位于封底板(10)上方的密封空

间中。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和导管架柱脚套管(2)顶部螺栓连接处包裹有塑料套抽空

灌浆保护罩(11)。

10.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a、制作导管架柱(1)、导管架柱脚套管(2)、钢管桩(3)、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柱脚

底板(5)、柱脚法兰(6)、预埋管法兰(7)、螺栓(8)、封底板(10)和塑料套抽空灌浆保护罩

(11)；

b、导管架柱(1)底部焊接导管架柱脚套管(2)，导管架柱脚套管(2)底部焊接柱脚底板

(5)，导管架柱(1)的底部角点与柱脚底板(5)焊接固定，导管架柱脚套管(2)顶部焊接柱脚

法兰(6)，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上部焊接预埋管法兰(7)；

c、钢管桩(3)打入海底，钢管桩(3)外套导管架柱脚套管(2)；

d、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插入钢管桩(3)；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13431080 A

2



e、将钢管桩柱脚套管(2)与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对齐、柱脚法兰(6)与预埋管法兰

(7)的位置对齐，螺栓(8)通过螺栓孔贯穿柱脚法兰(6)和预埋管法兰(7)，拧紧螺栓(8)，连

接钢管桩柱脚套管(2)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在钢管桩(3)内部位于钢管桩顶部连接

埋管(4)底部下方焊接封底板(10)；

f、钢管桩(3)内侧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外侧焊接抗剪键，在钢管桩(3)中位于封

底板(10)上方的密封空间中灌注灌浆料，通过灌浆料将导管架柱脚套管(2)、钢管桩(3)和

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三者固结；

g、柱脚法兰(6)和预埋管法兰(7)连接节点外部用塑料套抽空灌浆保护罩(11)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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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连接结构，尤其是涉及一种海中导管架与

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及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海上风电钢结构的发展量大面广，其他海上钢结构的应用也日益广泛。其中

水中钢结构连接技术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必须的，但又是整个结构的薄弱环节。

[0003] 典型的如导管架钢结构与钢管桩顶的连接。目前这种连接一般采用水下灌浆法。

但水下灌浆的砂浆易发生脆性破坏，可靠性不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海中导管架与

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及施工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6] 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包括导管架柱、导管架柱脚套管、

钢管桩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所述的导管架柱下部连接导管架柱脚套管，所述的钢管桩

打入海底，所述的导管架柱脚套管套设在所述的钢管桩上部外侧，所述的钢管桩顶部连接

埋管沿轴线方向设置在钢管桩上部内侧，所述的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与所述的导管架柱脚

套管顶部通过螺栓结构固定连接，所述的钢管桩内部填充有灌浆料，所述的灌浆料将导管

架柱脚套管、钢管桩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三者固结。

[0007] 所述的导管架柱下部与所述的导管架柱脚套管焊接。

[0008] 所述的导管架柱脚套管底部焊接有柱脚底板，所述的导管架柱的底部角点还与所

述的柱脚底板焊接固定。

[0009] 所述的导管架柱脚套管顶部高度高于钢管桩顶部高度。

[0010] 所述的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与所述的钢管桩同轴设置。

[0011] 所述的螺栓结构包括设置在导管架柱脚套管顶部的柱脚法兰以及设置在钢管桩

顶部连接埋管顶部外侧的预埋管法兰，所述的柱脚法兰和预埋管法兰上设有螺栓孔，所述

的柱脚法兰和预埋管法兰通过贯穿所述的螺栓孔的螺栓进行固定。

[0012] 所述的钢管桩内壁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外壁分别设有抗剪键。

[0013] 所述的钢管桩内部位于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底部下方设有封底板，所述的封底板

将钢管桩密封，所述的灌浆料填充在钢管桩中位于封底板上方的密封空间中。

[0014] 所述的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和导管架柱脚套管顶部螺栓连接处包裹有塑料套抽

空灌浆保护罩。

[0015] 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6] a、制作导管架柱、导管架柱脚套管、钢管桩、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柱脚底板、柱脚

法兰、预埋管法兰、螺栓、封底板和塑料套抽空灌浆保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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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b、导管架柱底部焊接导管架柱脚套管，导管架柱脚套管底部焊接柱脚底板，导管

架柱的底部角点与柱脚底板焊接固定，导管架柱脚套管顶部焊接柱脚法兰，钢管桩顶部连

接埋管上部焊接预埋管法兰；

[0018] c、钢管桩打入海底，钢管桩外套导管架柱脚套管；

[0019] d、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插入钢管桩；

[0020] e、将钢管桩柱脚套管与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对齐、柱脚法兰与预埋管法兰的位置

对齐，螺栓通过螺栓孔贯穿柱脚法兰和预埋管法兰，拧紧螺栓，连接钢管桩柱脚套管和钢管

桩顶部连接埋管，在钢管桩内部位于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底部下方焊接封底板；

[0021] f、钢管桩内侧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外侧焊接抗剪键，在钢管桩中位于封底板上

方的密封空间中灌注灌浆料，通过灌浆料将导管架柱脚套管、钢管桩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

管三者固结；

[0022] g、柱脚法兰和预埋管法兰连接节点外部用塑料套抽空灌浆保护罩保护。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4] (1)本发明在钢管桩中预埋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导管架柱脚套管通过螺栓结构

与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固定连接，同时导管架柱脚套管、钢管桩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三

者通过灌浆料固结，降低了水下灌浆的砂浆发生脆性破坏的可能，提高了水中连接的可靠

性和韧性。

[0025] (2)本发明通过螺栓结构将导管架柱脚套管与钢管桩内部的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

进行固定，能为承受拉压弯交复疲劳作用的海上风机导管架基础提供较好的抗疲劳连接性

能。

[0026] (3)本发明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和导管架柱脚套管顶部螺栓连接节点处采用塑料

套抽空灌浆保护罩进行防护，能有效的减小连接节点遭受海水侵蚀的风险，延长结构的使

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的整体示意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与导管架柱脚套管连接点的处的放大示意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与导管架柱脚套管连接点的处的俯视图；

[0030] 图中，1为导管架柱；2为导管架柱脚套管；3为钢管桩；4为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5

为柱脚底板；6为柱脚法兰；7为预埋管法兰；8为螺栓；9为混凝土；10为封底板；11为塑料套

抽空灌浆保护罩。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注意，以下的实施方式的说

明只是实质上的例示，本发明并不意在对其适用物或其用途进行限定，且本发明并不限定

于以下的实施方式。

[0032] 实施例

[0033] 如图1～图3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

包括导管架柱1、导管架柱脚套管2、钢管桩3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导管架柱1下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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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架柱脚套管2，钢管桩3打入海底，导管架柱脚套管2套设在钢管桩3上部外侧，钢管桩顶

部连接埋管4沿轴线方向设置在钢管桩3上部内侧，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与导管架柱脚套

管2顶部通过螺栓结构固定连接，钢管桩3内部填充有灌浆料，灌浆料将导管架柱脚套管2、

钢管桩3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三者固结，本实施例中灌浆料采用混凝土9，灌浆料通过钢

管桩3上的灌浆孔注入。

[0034] 导管架柱1下部与导管架柱脚套管2焊接，导管架柱脚套管2底部焊接有柱脚底板

5，导管架柱1的底部角点还与柱脚底板5焊接固定，由此实现了导管架柱1与导管架柱脚套

管2、柱脚底板5的固定，在此基础上，为了实现导管架柱1与钢管桩3的固定，只需将导管架

柱脚套管2与钢管桩3固定即可。因此，本发明在钢管桩3中预埋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导管

架柱脚套管2通过螺栓结构与钢管桩3顶部连接埋管固定连接，同时导管架柱脚套管2、钢管

桩3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三者通过灌浆料固结，降低了水下灌浆的砂浆发生脆性破坏的

可能，提高了水中连接的可靠性和韧性。

[0035] 在本实施例中，导管架柱脚套管2顶部高度高于钢管桩3顶部高度，钢管桩顶部连

接埋管4与钢管桩3同轴设置。螺栓结构包括设置在导管架柱脚套管2顶部的柱脚法兰6以及

设置在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顶部外侧的预埋管法兰7，柱脚法兰6和预埋管法兰7上设有螺

栓孔，柱脚法兰6和预埋管法兰7通过贯穿螺栓孔的螺栓8进行固定。需要说明的是，柱脚法

兰6沿径向焊接在导管架柱脚套管2顶部，柱脚法兰6内壁可与导管架柱脚套管2内壁齐平，

柱脚法兰6也可向内凸出，但，柱脚法兰6内部应留有足够孔隙方便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插

入。

[0036] 钢管桩3内壁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外壁分别设有抗剪键，抗剪键焊接在钢管桩

3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上。

[0037] 钢管桩3内部位于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底部下方设有封底板10，封底板10将钢管

桩3密封，灌浆料填充在钢管桩3中位于封底板10上方的密封空间中。

[0038]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和导管架柱脚套管2顶部螺栓连接处包

裹有塑料套抽空灌浆保护罩11。塑料套抽空灌浆保护罩11包括一防护罩，防护罩将螺栓连

接节点包裹其中，防护罩上设有灌料管和抽空管，抽空管用于将防护罩内的海水/空气排

空，灌料管用于向防护罩内填充灌浆料，由此有效的减小连接节点遭受海水侵蚀的风险，延

长结构的使用寿命。

[0039] 以下对本发明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的具体施工步骤进行说

明，包括如下步骤：

[0040] a、制作导管架柱1、导管架柱脚套管2、钢管桩3、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柱脚底板

5、柱脚法兰6、预埋管法兰7、螺栓8、封底板10和塑料套抽空灌浆保护罩11；

[0041] b、导管架柱1底部焊接导管架柱脚套管2，导管架柱脚套管2底部焊接柱脚底板5，

导管架柱1的底部角点与柱脚底板5焊接固定，导管架柱脚套管2顶部焊接柱脚法兰6，钢管

桩顶部连接埋管4上部焊接预埋管法兰7；

[0042] c、钢管桩3打入海底，钢管桩3外套导管架柱脚套管2；

[0043] d、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插入钢管桩3；

[0044] e、将钢管桩柱脚套管2与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对齐、柱脚法兰6与预埋管法兰7的

位置对齐，螺栓8通过螺栓孔贯穿柱脚法兰6和预埋管法兰7，拧紧螺栓8，连接钢管桩柱脚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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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2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在钢管桩3内部位于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底部下方焊接封底

板10；

[0045] f、钢管桩3内侧和钢管桩顶部连接埋管4外侧焊接抗剪键，在钢管桩3中位于封底

板10上方的密封空间中灌注灌浆料，通过灌浆料将导管架柱脚套管2、钢管桩3和钢管桩顶

部连接埋管4三者固结；

[0046] g、柱脚法兰6和预埋管法兰7连接节点外部用塑料套抽空灌浆保护罩11保护。

[0047] 本发明海中导管架与桩基础的水下螺栓连接结构的设计提高了水中连接的可靠

性和韧性，特别是对于承受拉压弯交变疲劳动力作用的海上风机导管架基础，具有较好的

抗疲劳连接性能。

[0048] 上述实施方式仅为例举，不表示对本发明范围的限定。这些实施方式还能以其它

各种方式来实施，且能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作各种省略、置换、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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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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