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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海上拉伸阳极系统及其

安装方法，该系统包括张拉平台、复合缆张拉装

置、集成有辅助阳极和参比电极的复合缆、重力

基础；复合缆张拉装置安装在张拉平台上，复合

缆上端通过张拉装置提供张紧力，复合缆下端随

重力基础沉入海床，并由重力基础提供下端的锚

固点，集成有辅助阳极和参比电极的复合缆为系

统的主体部分，该系统结构简单，安装和运输较

为方便。同时，本发明还公布了该系统的安装方

法，该方法可以安全可靠的将海上拉伸阳极系统

安装在海上平台上。安装方法主要包括：(1)将复

合缆和重力基础吊运至安装平台；(2)重力基础

的海底组装；(3)复合缆的安装；(4)复合缆的张

拉调节及锁紧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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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上拉伸阳极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张拉平台、复合缆张拉装置、复合缆、重

力基础；

所述复合缆上集成有辅助阳极和参比电极，所述复合缆张拉装置安装在所述张拉平台

上，所述复合缆一端通过所述复合缆张拉装置连接在所述张拉平台上，所述复合缆另一端

通过所述重力基础沉入海底；

所述重力基础包括上重力块和下重力块，所述上重力块和所述下重力块为分体结构，

所述下重力块上具有主吊耳，所述上重力块中心具有主中心孔，所述上重力块通过所述主

中心孔套入所述主吊耳上并置于所述下重力块上，所述上重力块的上表面具有副吊耳。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上拉伸阳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缆张拉装置包括拉

杆装置和锁紧装置，所述拉杆装置包括张拉千斤顶，所述拉杆装置一端与所述复合缆连接，

另一端通过所述张拉千斤顶对所述复合缆进行张拉，所述锁紧装置用于将经过所述拉杆装

置张拉的所述复合缆锁紧固定在所述张拉平台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上拉伸阳极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重力块包括上端板Ⅰ、

下端板Ⅰ、外环形侧壁Ⅰ、内环形侧壁Ⅰ以及配重块Ⅰ，所述上端板Ⅰ、下端板Ⅰ、外环形侧壁Ⅰ和

所述内环形侧壁Ⅰ焊接形成圆环腔体Ⅰ，所述配重块Ⅰ置于所述圆环腔体Ⅰ内，所述上端板Ⅰ上

具有副吊耳；

所述下重力块包括上端板Ⅱ、下端板Ⅱ、外环形侧壁Ⅱ、环形裙板、锥形腔板、填充物、

配重块Ⅱ以及主吊耳，所述上端板Ⅱ、下端板Ⅱ和外环形侧壁Ⅱ焊接形成腔体Ⅱ，所述配重

块Ⅱ置于所述腔体Ⅱ内，所述锥形腔板焊接在所述下端板Ⅱ的下表面与所述下端板Ⅱ形成

锥形腔，所述锥形腔内注入有所述填充物，所述下端板Ⅱ的边沿焊接有所述环形裙板，所述

下重力块上还具有遥控无人潜水器操作臂。

4.一种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海上拉伸阳极系统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复合缆和重力基础吊运至安装平台：通过吊运机械将缠绕有集成辅助阳极和参

比电极的复合缆的电缆绞盘和重力基础分别吊运至安装平台；

（2）重力基础的海底组装：通过绞车的钢缆连接下重力块的主吊耳并将下重力块下放

至海底中由沙袋圈出的重力基础就位区，然后回收钢缆，用绞车的钢缆连接上重力块的副

吊耳，下放上重力块使上重力块的主中心孔套入在下重力块的主吊耳上，完成上重力块和

下重力块的组装，然后回收钢缆；

（3）复合缆的安装：将缠绕在电缆绞盘上的复合缆的一端连接重球，并将复合缆与绞车

的钢缆连接，启动电缆绞盘使电缆绞盘转动以释放复合缆，复合缆由于重球的铅坠作用和

绞车的钢缆的牵引作用使其一端下放至重力基础附近，并通过遥控无人潜水器将所述复合

缆连接到重力基础上；

（4）复合缆的张拉调节及锁紧固定：在张拉平台上将复合缆的另一端连接到复合缆张

拉装置的拉杆装置上，通过拉杆装置对复合缆进行张拉以调节复合缆在水中的张力，并通

过复合缆张拉装置的锁紧装置将调节完张力的复合缆锁紧固定在张拉平台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海上拉伸阳极系统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通

过吊运机械将重力基础吊运至安装平台包括通过吊运机械将组成上重力块的上端板Ⅰ、下

端板Ⅰ、外环形侧壁Ⅰ、内环形侧壁Ⅰ以及配重块Ⅰ和下重力块的上端板Ⅱ、下端板Ⅱ、外环形

侧壁Ⅱ、环形裙板、锥形腔板、填充物、配重块Ⅱ、遥控无人潜水器操作臂以及主吊耳分别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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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至安装平台，并在安装平台上将上重力块的各部件焊接和组装成上重力块，将下重力块

的各部件焊接和组装成下重力块。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海上拉伸阳极系统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中，重

力基础下放至海底过程中由声呐系统进行精确定位，上重力块和下重力块的组装过程由遥

控无人潜水器进行检测。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海上拉伸阳极系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3）中，复合缆

的安装过程还包括在复合缆下放至重力基础附近的过程中通过遥控无人潜水器对复合缆

的进行实时跟踪查看和定位，并通过遥控无人潜水器将下放至重力基础附近的复合缆与重

球分离后连接到重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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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上拉伸阳极系统及其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海洋平台工程装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海上拉伸阳极系统及其安装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拉伸阳极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应用在海洋水下结构物防腐蚀领域。其中辅助

阳极和参比电极等均集成在复合缆上，通过复合缆置于预定的水下保护结构物附近，复合

缆依靠平台上部的张拉系统和置于海床上的重力基础进行张拉；复合缆从船上吊装开始到

下缆安装就位的整个过程，异常复杂，各个环节的衔接配合要求很高，不易掌控极易造成安

装失败，因此开发出一种安全、可靠的拉伸系统及其安装方法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一种海上阳极拉伸阳极系统及其安装方法，该系统结构

简单，操作方便，并且方便进行该装置的吊运和组装。

[0004]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手段如下：

[0005] 一种海上拉伸阳极系统，包括，张拉平台、复合缆张拉装置、复合缆、重力基础；所

述复合缆上集成有辅助阳极和参比电极，所述复合缆张拉装置安装在所述张拉平台上，所

述复合缆一端通过所述复合缆张拉装置连接在所述张拉平台上，所述复合缆另一端通过所

述重力基础沉入海底；所述重力基础包括上重力块和下重力块，所述上重力块和所述下重

力块为分体结构，所述下重力块上具有主吊耳，所述上重力块中心具有主中心孔，所述上重

力块通过所述主中心孔套入所述主吊耳上并置于所述下重力块上，所述上重力块的上表面

具有副吊耳；

[0006] 进一步地，所述复合缆张拉装置包括拉杆装置和锁紧装置，所述拉杆装置包括张

拉千斤顶，所述拉杆装置一端与所述复合缆连接，另一端通过所述张拉千斤顶对所述复合

缆进行张拉，所述锁紧装置用于将经过所述拉杆装置张拉的所述复合缆锁紧固定在所述张

拉平台上；

[0007] 进一步地，所述上重力块包括上端板Ⅰ、下端板Ⅰ、外环形侧壁Ⅰ、内环形侧壁Ⅰ以及

配重块Ⅰ，所述上端板Ⅰ、下端板Ⅰ、外环形侧壁Ⅰ和所述内环形侧壁Ⅰ焊接形成圆环腔体Ⅰ，所

述配重块Ⅰ置于所述圆环腔体Ⅰ内，所述上端板Ⅰ上具有副吊耳；所述下重力块包括上端板

Ⅱ、下端板Ⅱ、外环形侧壁Ⅱ、环形裙板、锥形腔板、填充物、配重块Ⅱ以及主吊耳，所述上端

板Ⅱ、下端板Ⅱ和外环形侧壁Ⅱ焊接形成腔体Ⅱ，所述配重块Ⅱ置于所述腔体Ⅱ内，所述锥

形腔板焊接在所述下端板Ⅱ的下表面与所述下端板Ⅱ形成锥形腔，所述锥形腔内注入有所

述填充物，所述下端板Ⅱ的边沿焊接有所述环形裙板，所述下重力块上还具有遥控无人潜

水器操作臂；

[0008] 一种海上拉伸阳极系统的安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将复合缆和重力基础吊运

至安装平台：通过吊运机械将缠绕有集成辅助阳极和参比电极的复合缆的电缆绞盘和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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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分别吊运至安装平台；(2)重力基础的海底组装：通过绞车的钢缆连接下重力块的主吊

耳并将下重力块下放至海底中由沙袋圈出的重力基础就位区，然后回收钢缆，用绞车的钢

缆连接上重力块的副吊耳，下放上重力块使上重力块的主中心孔套入在下重力块的主吊耳

上，完成上重力块和下重力块的组装，然后回收钢缆；(3)复合缆的安装：将缠绕在电缆绞盘

上的复合缆的一端连接重球，并将复合缆与绞车的钢缆连接，启动电缆绞盘使电缆绞盘转

动以释放复合缆，复合缆由于重球的铅坠作用和绞车的钢缆的牵引作用使其一端下放至重

力基础附近，并通过遥控无人潜水器将所述复合缆连接到重力基础上；(4)复合缆的张拉调

节及锁紧固定：在张拉平台上将复合缆的另一端连接到复合缆张拉装置的拉杆装置上，通

过拉杆装置对复合缆进行张拉以调节复合缆在水中的张力，并通过复合缆张拉装置的锁紧

装置将调节完张力的复合缆锁紧固定在张拉平台上。

[0009] 进一步地，在步骤(1)中，通过吊运机械将重力基础吊运至安装平台包括通过吊运

机械将组成上重力块的上端板Ⅰ、下端板Ⅰ、外环形侧壁Ⅰ、内环形侧壁Ⅰ以及配重块Ⅰ和下重

力块的上端板Ⅱ、下端板Ⅱ、外环形侧壁Ⅱ、环形裙板、锥形腔板、填充物、配重块Ⅱ、遥控无

人潜水器操作臂以及主吊耳分别吊运至安装平台，并在安装平台上将上重力块的各部件焊

接和组装成上重力块，将下重力块的各部件焊接和组装成下重力块；

[0010] 进一步地，在步骤(2)中，重力基础下放至海底过程中由声呐系统进行精确定位，

上重力块和下重力块的组装过程由遥控无人潜水器进行检测；

[0011] 进一步地，在步骤(3)中，复合缆的安装过程还包括在复合缆下放至重力基础附近

的过程中通过遥控无人潜水器对复合缆的进行实时跟踪查看和定位，并通过遥控无人潜水

器将下放至重力基础附近的复合缆与重球分离后连接到重力基础。

[0012] 与现有技术比较，本发明所述的海上阳极系统具有以下有益效果：1、该装置的重

力基础采用分体结构，减小了每个重力基础部分的重量，便于调运和安装，同时可以采用吊

运能力较小的吊运机械，节省安装成本；2、重力基础由各模块组件焊接和组装，方便在安装

平台现场进行焊接和组装；3、该海上阳极系统安装方法具有步骤清晰、安全可靠，方便快捷

等优点；4、在海上阳极系统安装过程中采用遥控无人潜水器对重力基础和复合缆进行实时

的监测、观察保证了定位精度，同时通过遥控无人潜水器将复合缆进行脱钩并与重力基础

连接，该方法简单易操作且连接强度高。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海上拉伸阳极系统的结构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的海上拉伸阳极系统的重力基础结构图；

[0015] 图3为重力基础就位区示意图；

[0016] 图4为上重力块吊装示意图；

[0017] 图5为复合缆张拉装置张拉固定复合缆示意图。

[0018] 图中：1、安装平台，2、复合缆，3、复合缆张拉装置，4、重力基础，5、沙袋，6、标志浮

球，7、绞车，21、辅助阳极，22、参比电极，31、拉杆装置，32、锁紧装置，41、上重力块，42、下重

力块，43、主中心孔，44、主吊耳，45、副吊耳，411、上端板Ⅰ，412、下端板Ⅰ,413、外环形侧壁Ⅰ,

414、内环形侧壁Ⅰ,415、配重块Ⅰ，421、上端板Ⅱ，422、下端板Ⅱ,423、外环形侧壁Ⅱ,424、环

形裙板，425、锥形腔板，426、填充物,427、配重块Ⅱ,428、遥控无人潜水器操作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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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图2、图3、图4和图5所示，一种海上拉伸阳极系统，包括，由钢构架组成的海

上平台1(图1中虚线框示意性的表示海上平台)、复合缆2、复合缆张拉装置3以及重力基础

4；海上平台1包括最接近水面用于施工的安装平台和用于安装复合缆张拉装置的张拉平

台，张拉平台置于安装平台上面；所述复合缆2上集成有多组辅助阳极21和参比电极22，所

述复合缆张拉装置3安装在所述张拉平台上，所述复合缆2一端通过所述复合缆张拉装置3

连接在所述张拉平台上，所述复合缆2另一端通过所述重力基础4沉入海底；所述重力基础4

包括上重力块41和下重力块42，所述上重力块41和所述下重力块42为分体结构，所述下重

力块42上具有主吊耳44，所述上重力块41中心具有主中心孔43，所述上重力块41通过所述

主中心孔43套入所述主吊耳44上并置于所述下重力块42的上，所述上重力块41的上表面具

有副吊耳45。具体地，所述上重力块41包括上端板Ⅰ411、下端板Ⅰ412、外环形侧壁Ⅰ413、内环

形侧壁Ⅰ414以及配重块Ⅰ415，所述上端板Ⅰ411、下端板Ⅰ412、外环形侧壁Ⅰ413和所述内环形

侧壁Ⅰ414焊接形成圆环腔体，所述配重块Ⅰ415置于所述圆环腔体内，所述上端板Ⅰ411上具

有副吊耳45。所述下重力块42包括上端板Ⅱ421、下端板Ⅱ422、外环形侧壁Ⅱ423、环形裙板

424、锥形腔板425、填充物426、配重块Ⅱ427以及主吊耳44，所述上端板Ⅱ421、下端板Ⅱ422

和外环形侧壁Ⅱ423焊接形成圆环腔体，所述配重块Ⅱ427置于所述圆环腔体内，所述锥形

腔板425焊接在所述下端板Ⅱ422的下表面与所述下端板Ⅱ422形成锥形腔，所述锥形腔内

注入有所述填充物426，所述下端板Ⅱ422的边沿焊接有所述环形裙板424，所述下重力块42

上还具有遥控无人潜水器操作臂428。

[0020] 所述复合缆张拉装置3包括拉杆装置31和锁紧装置32，所述拉杆装置31一端与所

述复合缆2连接，另一端通过拉杆装置31上的张拉千斤顶对所述复合缆2进行张拉，所述锁

紧装置32用于将经过所述拉杆装置31张拉的所述复合缆2锁紧固定在所述张拉平台上。

[0021] 一种海上拉伸阳极系统的安装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1)将复合缆和重力基础吊运至安装平台：通过吊运机械将缠绕有集成辅助阳极

和参比电极的复合缆的电缆绞盘和重力基础分别吊运至安装平台。

[0023] 复合缆的吊运过程一般包括两个步骤，一是从船上将绕有复合缆的电缆绞盘吊运

至安装平台临时存放处，此过程为常规吊运方法；二是将电缆绞盘从临时存放处吊运至平

台安装处(临时甲板)，在此过程中需要平台吊车、气动绞车以及悬挂在甲板处的手动葫芦

的配合完成，该处需要进行保护。

[0024] 从临时存放处将电缆绞盘吊运至平台安装处时，需要在海上平台的钢构架支撑杆

处或运输电缆绞盘的船舶外侧固定橡胶制品(例如轮胎)，以防止吊运过程中电缆绞盘磕碰

平台。在平台吊车、气动绞车以及悬挂在甲板处的手动葫芦的配合吊运时，作为转折点(诸

如定滑轮)，手动葫芦所使用的梁卡，可以直接利用安装平台的结构工字钢，无需进行焊接

操作。

[0025] 重力基础的吊运过程与复合缆的吊运过程类似，优选地，重力基础的吊运为采用

平台吊车、气动绞车以及手动葫芦等吊运机械将构成重力基础的各个部件分别吊运至安装

平台，组成重力基础的各部件包括构成上重力块的上端板Ⅰ、下端板Ⅰ、外环形侧壁Ⅰ、内环形

侧壁Ⅰ以及配重块Ⅰ和构成下重力块的上端板Ⅱ、下端板Ⅱ、外环形侧壁Ⅱ、环形裙板、锥形

腔板、填充物、配重块Ⅱ以及主吊耳。将这些部件分别吊运至安装平台上，可以实现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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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运能力的吊运机械实现大型物品的吊装作业。

[0026] 在该步骤中，还包括在安装平台上对重力基础的各部件进行焊接和组装。其具体

内容包括对上重力块的下端板Ⅰ、外环形侧壁Ⅰ和内环形侧壁Ⅰ焊接形成一端开口的圆环腔

体Ⅰ，然后将配重块Ⅰ置于圆环腔体Ⅰ内，之后将上端板Ⅰ焊接的形成上重力块整体；其还包括

将构成下重力块的下端板Ⅱ、外环形侧壁Ⅱ、环形裙板、锥形腔板、遥控无人潜水器操作臂

以及主吊耳依次按图纸焊接，形成上端开口的下重力块，下重力块的下端板Ⅱ和外环形侧

壁Ⅱ形成腔体Ⅱ，锥形腔板与下端板Ⅱ焊接形成锥形腔，在腔体Ⅱ内下端板Ⅱ上具有通孔，

通过下端板Ⅱ上的通孔向锥形腔内注满填充物，然后将配重块Ⅱ置于腔体Ⅱ后将上端板Ⅱ

焊接固定形成下重力块整体。

[0027] (2)重力基础的海底组装：通过绞车的钢缆连接下重力块的主吊耳并将下重力块

下放至如图3所示的在海底中由沙袋5圈出的重力基础就位区，然后回收钢缆，用绞车的钢

缆连接上重力块的副吊耳，下放上重力块使上重力块的主中心孔套入下重力块的主吊耳

上，完成上重力块和下重力块的组装，然后回收钢缆。

[0028] 在该步骤中，首先遥控无人潜水器通过使用声呐装置辅助定位，用沙袋5围绕标识

浮球6铺设以圈出重力基础的就位区，圈出就位区后将沙袋包围圈内的标志浮球6移至就位

区外，保持就位区的底面平整。

[0029] 然后，如图4所示，通过绞车7的钢缆连接下重力块的主吊耳，并通过绞车下放下重

力块。为了保证下重力块的下放过程以及绞车钢缆水下收放装置的可靠性和精确度，在下

重力块下放过程中可以采用遥控无人潜水器对其进行导引和辅助定位，遥控无人潜水器可

以操作重力基础上的遥控无人潜水器操作臂对其进行导引和辅助定位使得其定位精度不

大于10厘米。下重力块到达海底后，释放绞车的钢缆，并将其回收至水面，完成下重力块的

下放工作。

[0030] 之后，将绞车的钢缆连接上重力块的副吊耳，并在绞车的作用下下放上重力块，同

时遥控无人潜水器对其进行导引和辅助定位，当上重力块快达到下重力块的位置时，调整

上重力块的位置使上重力块的主中心孔与下重力块的主吊耳位置相对应，并慢慢调整上重

力块位置使得主中心孔套入下重力块的主吊耳上，完成上重力块和下重力块的水下组装，

之后释放绞车的钢缆，并将其回收至水面。

[0031] 如图4所示，在使用绞车对重力基础下方和组装过程中，需要使用定滑轮组改变绞

车钢缆的施力方向，重力基础则通过动滑轮与绞车钢缆连接，以便于对绞车进行操作并减

小绞车上钢缆的拉力。其中动滑轮组可以直接固定在紧挨在安装平台上方的张拉平台的工

字型钢架上，绞车置于安装平台上，绞车的钢缆绕过定滑轮与重力基础连接，使得重力基础

处于海底重力基础就位区的正上方。

[0032] (3)复合缆的安装：将缠绕在电缆绞盘上的复合缆的一端连接重球，并将复合缆与

绞车的钢缆连接，启动电缆绞盘使电缆绞盘转动以释放复合缆，复合缆由于重球的铅坠作

用和绞车的钢缆的牵引作用使其一端下放至重力基础附近，并通过遥控无人潜水器将所述

复合缆连接到重力基础上。

[0033] 在该步骤中，将吊运至安装平台上的电缆绞盘上的复合缆一端连接上重球，并将

复合缆与绞车的钢缆连接，启动电缆绞盘使电缆绞盘转动以释放复合缆，复合缆由于重球

的铅坠作用和绞车的钢缆的牵引作用使其一端下放至重力基础附近，在复合缆的下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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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可以通过遥控无人潜水器对其进行辅助定位和位置调整，并最终将复合缆下放至重力

基础附近，然后通过遥控无人潜水器将复合缆与重球和绞车的钢缆分离，并将复合缆连接

到重力基础上。

[0034] (4)复合缆的张拉调节及锁紧固定：在张拉平台上将复合缆的另一端连接到复合

缆张拉装置的拉杆装置上，通过拉杆装置对复合缆进行张拉以调节复合缆在水中的张力，

并通过复合缆张拉装置的锁紧装置将调节完张力的复合缆锁紧固定在张拉平台上。

[0035] 复合缆下放至海底并与重力基础连接后，需要对复合缆进行张拉以使其处于张紧

状态，此时需要通过安装在张拉平台上的复合缆张拉装置进行复合缆的张拉，张拉平台置

于安装平台上方，复合缆张拉装置包括拉杆装置和锁紧装置，拉杆装置一端连接复合缆的

端部，另一端通过张拉千斤顶对其进行拉伸以调整复合缆的张紧状态。通过拉杆装置调整

好复合缆的张紧状态后，利用锁紧装置将复合缆锁紧固定在张拉平台上，完成复合缆的张

拉锁紧固定。

[0036] 为确保复合缆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始终保持张紧状态，可以将复合缆张拉装置放置

在平台设备间内，如需拉张，随时安装就位进行张拉调整。

[0037] 在重力基础和复合缆的水中下放和安装过程中，也可以采用定位探头对重力基础

和复合缆进行实时监测和定位，进而完成整体结构的安装。采用定位探头结构可以具有更

简单的结构并且节省成本。

[003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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