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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陆上风电机组基础的技术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

应力混凝土基础，其安装效率高，基础的抗弯、抗

剪及抗冲切能力强，各预制分块连接可靠，成本

低施工周期短，适用性强；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

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包括多边形底板、底

板底肋梁、底板顶肋梁、多边形空心台柱、钢绞线

及锚具，其中空心台柱内部沿四周均匀设置四个

竖向加劲肋、空心台柱顶板底设有肋梁、底板底

肋梁和底板顶肋梁沿x向和y向垂直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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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其特征在于包括多边形底板、

底板底肋梁(7)、底板顶肋梁(8)、多边形空心台柱、钢绞线及锚具，其中空心台柱内部沿四

周均匀设置四个竖向加劲肋、空心台柱顶板底设有肋梁、底板底肋梁(7)和底板顶肋梁(8)

沿x向和y向垂直布置。

所述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沿水平x向、y向被切割成若干预制分块，其中y向为主

切割方向、x向为辅切割方向，且沿台柱边缘的x向、y向应进行切割、沿x向或y向不应切割到

肋梁的纵截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其特征

在于：沿水平x向、y向切割完成的预制分块宽度、高度宜不超过4.6m、重量应满足运输条件，

且沿x向或y向不应切割到肋梁的纵截面。

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其特

征在于：各预制分块在底板底部和顶部的肋梁截面中心位置、底板底肋梁(7)对应上部底板

截面偏下位置、底板顶肋梁(8)对应下部底板截面偏上位置、.空心台柱x向截面的两侧位

置、空心台柱内部竖向加劲肋(14)x向截面中心位置预留有钢绞线张拉孔道，孔道直径宜为

60mm～100mm。

4.根据权利要求1、2、3所述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其

特征在于：各预制分块采用无粘结钢绞线沿水平x向、y向孔道张拉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其特征

在于：多边形底板宜采用八边形，八边形内切圆直径宜为18m～25m，多边形台柱宜采用八边

形，八边形内切圆直径宜为5m～12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其特征

在于：底板底肋梁(7)和底板顶肋梁(8)间距宜为2.5m～3.5m，底板肋梁数量根据底板尺寸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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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陆上风电机组基础的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

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

背景技术

[0002] 十余年来风力发电在全球方兴未艾，成为绿色能源开发和利用的最主要形式。截

至2019年底，我国风电装机量为23640万千瓦，其中陆上装机量占97.12％，2019年新增装机

量2616万千瓦，其中陆上装机量占90.84％。自2021年1月1日起，我国陆上风电将全面实现

平价上网，正式进入平稳发展期，风电发展模式和发展趋势将呈现规模化发展、基地化建设

的特征，这就对风电机组基础的工程造价、项目的施工周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003] 目前，陆上风电机组基础类型包括扩展基础、梁板基础、岩石预应力锚杆基础、桩

基础、预应力筒型基础，其中以扩展基础为主，采用现场浇筑方式，扩展基础属于重力式基

础，存在混凝土量大、工期长等缺点，其中养护周期长达28天，明显增加了风电项目的施工

周期和基础的工程造价，且与我国推行的装配化绿色施工方式相悖。因此，开发一种可降低

混凝土量、缩短施工工期的新型陆上风电机组基础对于平价时代风电的稳步发展、履行国

家倡导的绿色建筑和绿色施工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

础，其安装效率高，基础的抗弯、抗剪及抗冲切能力强，各预制分块连接可靠，成本低施工周

期短，适用性强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

[0005]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包括多边形底板、

底板底肋梁、底板顶肋梁、多边形空心台柱、钢绞线及锚具，其中空心台柱内部沿四周均匀

设置四个竖向加劲肋、空心台柱顶板底设有肋梁、底板底肋梁和底板顶肋梁沿x向和y向垂

直布置。

[0006] 所述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沿水平x向、y向被切割成若干预制分块，其中y向

为主切割方向、x向为辅切割方向，且沿台柱边缘的x向、y向应进行切割、沿x向或y向不应切

割到肋梁的纵截面。

[0007]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沿水平x向、y向切

割完成的预制分块宽度、高度宜不超过4.6m、重量应满足运输条件，且沿x向或y向不应切割

到肋梁的纵截面。

[0008]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各预制分块在底板

底部和顶部的肋梁截面中心位置、底板底肋梁对应上部底板截面偏下位置、底板顶肋梁对

应下部底板截面偏上位置、.空心台柱x向截面的两侧位置、空心台柱内部竖向加劲肋x向截

面中心位置预留有钢绞线张拉孔道，孔道直径宜为60mm～100mm。

[0009]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各预制分块采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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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结钢绞线沿水平x向、y向孔道张拉连接。

[0010]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多边形底板宜采用

八边形，八边形内切圆直径宜为18m～25m，多边形台柱宜采用八边形，八边形内切圆直径宜

为5m～12m。

[0011]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底板底肋梁和底板

顶肋梁间距宜为2.5m～3.5m，底板肋梁数量根据底板尺寸确定。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1)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预制分块的

宽度、高度、长度、重量满足运输条件，预制分块尺寸规整、重量轻，安装效率高；

[0013] (2)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底板底和顶均设有一定数量肋梁，大幅提高了基础

的抗弯、抗剪及抗冲切能力；

[0014] (3)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各预制分块的连接界面(接触面)均垂直于x向和y

向，而钢绞线张拉方向均沿水平x向和y向，极大的保证了各预制分块的连接可靠性；

[0015] (4)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采用梁板式结构，大幅降低了基础的混凝土量和钢

筋量，约减少1/3，大幅降低基础的工程造价，约降低40％以上；

[0016] (5)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是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和预应力技术的集成应用，属

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与原现浇基础相比，无需基础养护，大幅提高了基础的施工周期，约

提高一半施工周期；

[0017] (6)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适用性强，适用于陆地软土地基和陆地硬土地基等

多种场地；

[0018] (7)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适用性于轮毂高度80米以上的钢制塔筒或混凝土塔

筒。

附图说明

[0019] 附图1是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轴测图；

[0020] 附图2是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俯视图；

[0021] 附图3是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正视图；

[0022] 附图4是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左视图；

[0023] 附图5是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A‑A剖视图；

[0024] 附图6是预制分块A轴测图；

[0025] 附图7是预制分块B轴测图；

[0026] 附图8是预制分块C轴测图；

[0027] 附图9是预制分块D轴测图；

[0028] 附图10是预制分块E轴测图。

[0029] 图中：1为预制分块A；2为预制分块B；3为预制分块C；4为预制分块D；5为预制分块

E；6为预制分块F；7为底板底肋梁；8为底板顶肋梁；9为水平x向张拉孔道；10为水平y向张拉

孔道；11为与塔筒连接张拉孔道；12为台柱顶板口；13为台柱内部竖向加劲肋；14为台柱顶

板底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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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1] 如图1至图10所示，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

包括多边形底板、底板底肋梁7、底板顶肋梁8、多边形空心台柱、钢绞线及锚具，其中空心台

柱内部沿四周均匀设置四个竖向加劲肋、空心台柱顶板底设有肋梁、底板底肋梁7和底板顶

肋梁8沿x向和y向垂直布置。

[0032] 所述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沿水平x向、y向被切割成若干预制分块，其中y向

为主切割方向、x向为辅切割方向，且沿台柱边缘的x向、y向应进行切割、沿x向或y向不应切

割到肋梁的纵截面。

[0033]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沿水平x向、y向切

割完成的预制分块宽度、高度宜不超过4.6m、重量应满足运输条件，且沿x向或y向不应切割

到肋梁的纵截面。

[0034]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各预制分块在底板

底部和顶部的肋梁截面中心位置、底板底肋梁7对应上部底板截面偏下位置、底板顶肋梁8

对应下部底板截面偏上位置、.空心台柱x向截面的两侧位置、空心台柱内部竖向加劲肋14x

向截面中心位置预留有钢绞线张拉孔道，孔道直径宜为60mm～100mm。

[0035]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各预制分块采用无

粘结钢绞线沿水平x向、y向孔道张拉连接。

[0036]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多边形底板宜采用

八边形，八边形内切圆直径宜为18m～25m，多边形台柱宜采用八边形，八边形内切圆直径宜

为5m～12m。

[0037]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底板底肋梁7和底

板顶肋梁8间距宜为2.5m～3.5m，底板肋梁数量根据底板尺寸确定

[0038]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其在工作时，总体

流程为土方开挖——>基槽清理——>铺填褥垫层——>垫层浇筑——>吊装和定位预制分

块D44、预制分块E55、预制分块F66——>吊装和定位预制分块C33——>吊装和定位预制分

块B22——>吊装和定位预制分块A11——>沿水平x向张拉孔道99铺放钢绞线——>沿水平y

向张拉孔道1010铺放钢绞线——>分两次张拉水平x向钢绞线——>分两次张拉水平y向钢

绞线——>基础防腐层施工——>回填回填土。

[0039] 所述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包括两个预制分块A11、三个预制分块B22、九个

预制分块C33、一个预制分块D44、一个预制分块E55、一个预制分块F66,参见图1‑图2，预制

分块A1见图6，预制分块B2见图7，预制分块C3见图8，预制分块D4见图9，预制分块E5见图10。

[0040] 所述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如图1‑图5，基础尺寸(八边形内切圆)长、宽分别

为22m、高为4.2m，台柱尺寸(八边形内切圆)长、宽分别为9.1m、高为2.9m，各预制分块宽度

和高度不超过4.2m、重量不超过150t，可运输至安装现场。

[0041]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陆上风电机组的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基础，其安装方式、连接

方式或设置方式均为常见机械方式，只要能够达成其有益效果的均可进行实施。

[004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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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变型，这些改进和变型

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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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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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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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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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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