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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具有阻尼效应的漂浮式海上风电结构

基础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具有阻尼效应的漂

浮式海上风电结构基础，包括浮式基础，所述浮

式基础由同轴的多段式柱体钢制结构组成，包括

上部甲板工作平台、中心立柱、下部压载平台；所

述上部甲板工作平台的中心安装风机塔筒，所述

上部甲板工作平台设置多个贯穿上部甲板工作

平台的阻尼池，阻尼池围绕安装风机塔筒的中间

部位布置；所述中心立柱在高度方向上被分隔有

若干个独立的用于注水的水密分舱，各分舱中的

水量可调。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相较于传统立柱式

平台吃水更浅，可以同时适用于浅水与深水，且

方便拖航与安装，及便于在工作时的稳定性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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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阻尼效应的漂浮式海上风电结构基础，包括浮式基础，其特征在于：所述浮

式基础由同轴的多段式柱体钢制结构组成，包括上部甲板工作平台(4)、中心立柱(5)、下部

压载平台(6)；

所述上部甲板工作平台(4)的中心安装风机塔筒(3)，所述上部甲板工作平台(4)设置

多个贯穿上部甲板工作平台(4)的阻尼池(8)，阻尼池(8)围绕安装风机塔筒(3)的中间部位

布置；

所述中心立柱(5)在高度方向上被分隔有若干个独立的用于注水的水密分舱，各分舱

中的水量可调。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漂浮式海上风电结构基础，其特征在于上部甲板工作平台(4)、

中心立柱(5)和下部压载平台(6)均为外形为圆柱筒形的钢制结构。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漂浮式海上风电结构基础，其特征在于其中，上部甲板工作平台

(4)半径最大，下部压载平台(6)次之，中心立柱(5)最小，具有“两头大中间小”特征。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漂浮式海上风电结构基础，其特征在于所述阻尼池(8)呈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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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阻尼效应的漂浮式海上风电结构基础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具有阻尼效应的多段圆柱体漂浮式海上风电结构基础，适用

于海上风电开发领域，水深适用范围广。

背景技术

[0002] 海上风电结构的基础可以归纳为固定式基础和漂浮式基础两类，现阶段建成的大

多数近海风电场均采用的是固定式基础技术。然而，随着海上风电的不断发展，海上风电场

的开发正在逐步由近海向深远海领域发展。当水深超过一定深度后，固定式基础的用钢量

大，造价昂贵，且安装、施工较为困难。对比而言，漂浮式结构基础的用钢量少，造价更低，将

拥有更好的经济效益。此外，许多海上风电场的海底地质条件并非十分理想，为使固定式基

础拥有可靠的稳定性，往往需要很深的桩基深度，此时的安装施工费用陡增。在这种情况

下，即便是风电场址所处水域的水深较浅，漂浮式基础亦将是更为合理的工程解决方案。因

此，开发出一种能同时适用于深水和浅水，具有较强的抗风浪能力，并更为经济的漂浮式海

上风电结构基础，具有极大的工程意义。

[0003] 现有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基础主要有：半潜式、单柱式和张力腿式。然而，这些现有

的漂浮式基础在应用于实际工程时存在着以下几项技术瓶颈：

[0004] 1 .半潜式基础具有较大的水线面积和良好的稳定性，但是基础建造费用高，易产

生疲劳问题，使得维修成本增高。

[0005] 2.单柱式基础利用底部的压载可使得整体重心低于浮心，以保证平台的稳定性。

但是，单柱式基础无法使用在水深较浅的近海风电场，其较大的主尺度和吃水深度为建造

和安装都带来了困难，其垂荡运动较大，影响发电效率。

[0006] 3.张力腿式基础为顺应式基础，其张力筋使平台垂荡方向的运动性能较好，但是，

张力腿式基础无法适应我国近海的潮位变化，其对环境的高频载荷也非常敏感，易发生铃

振现象，且张力筋易疲劳，成本高。

[0007] 综上所述，现今工程中典型的漂浮式基础在实际应用时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

足，无法同时为浅水和深水两种情形提供较为合理的工程解决方案。基于此，亟需提出一种

合理、有效的漂浮式风电结构的基础型式，使得其在浅水和深水情况下都能为上部风电机

组在发电期间提供优秀的稳定性，同时还具有较好的经济性。

实用新型内容

[0008]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漂浮式海上风电基础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具有阻尼效

应的漂浮式海上风电结构基础。为此，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方案：

[0009] 一种具有阻尼效应的漂浮式海上风电结构基础，包括浮式基础，其特征在于：所述

浮式基础由同轴的多段式柱体钢制结构组成，包括上部甲板工作平台、中心立柱、下部压载

平台；

[0010] 所述上部甲板工作平台的中心安装风机塔筒，所述上部甲板工作平台设置多个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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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部甲板工作平台的阻尼池，阻尼池围绕安装风机塔筒的中间部位布置；

[0011] 所述中心立柱在高度方向上被分隔有若干个独立的用于注水的水密分舱，各分舱

中的水量可调。

[0012] 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相较于传统立柱式平台吃水更浅，可以同时适用于浅水与深

水，且方便拖航与安装、及便于在工作时的稳定性控制。

[0013] 上部甲板工作平台、中心立柱和下部压载平台均为外形为圆柱筒形的钢制结构，

呈多段式的圆柱体基础。上部甲板工作平台、中心立柱和下部压载平台的具体尺寸均可根

据工程实际要求进行具体设计。位于水线面处最上段圆柱半径较大，以确保足够的水线面

半径，保证该浮式基础拥有较大的惯性矩，进而为整个漂浮式风电机组提供足够转动惯量，

保证横摇和纵摇的运动响应较小，确保上部风电机组的高效发电。最上段圆柱的中部圆形

台面用于安装上部的风机的塔架结构，围绕着塔架结构于平台上布置有多个扇环形的阻尼

池。这些阻尼池贯穿最上部的圆柱体平台，并与中部圆柱体相接。

[0014] 中心立柱的圆柱半径最小，一方面起连接作用，必要时要作为储备压载舱来调整

结构吃水。中段圆柱在高度方向上被平行划分成了若干个(比如3个)独立的可调节水量的

水密分舱。每个分舱都可以单独灌注压载水，进而可以有效地、灵活地控制结构吃水和重心

位置。如有必要，也可在中段圆柱的部分水密分舱中填充固定压载。

[0015] 最下段的圆柱直径比中段圆柱大，是主要的压载舱所处位置。通过填充铁矿石、混

凝土来调节该处压载以达到降低浮式风电机组重心的目的，从而获得较大的稳心高度，确

保结构拥有优异的水动力性能和抗风浪能力。一个较佳的实例是，最下段圆柱的直径比最

上段圆柱的直径小。在能够保证结构稳性安全的前提下(重心高度低于浮心高度)，这样的

设计减少了结构用料。事实上，针对于实际的应用情形，最下段圆柱的直径亦可以大于等于

最上段圆柱的直径，这样的设计势必可以获得更低的结构重心位置，进而使得结构拥有更

大的稳性高度。此外，更大的下部平台直径亦会使得结构拥有更好的结构稳性和系泊力臂

(系泊缆孔位于下部压载平台上)。

[0016]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三段式的圆柱结构具有“两头大中间小”的特征，在结构垂荡的

过程中，该结构特征类似于阻尼板，可提供大量的额外垂荡阻尼，可有效降低结构垂荡方向

上的运动响应，解决了传统立柱式Spar平台存在的垂荡方向上运动响应大的问题，为上部

风机机组的发电提供更为稳定的工作环境。必要时，还可以在这些圆柱形结构外设置环形

阻尼板。并且，这种圆柱结构拥有较大的水线面半径，可以为结构提供充足的恢复力，满足

远海大功率海上风电机组的运行需求。而且，圆柱体结构完全对称，针对于不同风向、浪向

均有优异的水动力性能，无需额外调整压载，进而降低了实际工程中控制系统的设计难度；

同时便于风电机组调整偏航角捕捉风向，提高发电效率。

[0017] 所述阻尼池呈扇形。扇环形阻尼池在的大小和布置的个数、位置均可以根据工程

实际要求进行具体设计。阻尼池可以有效地降低浮式在平面内运动的幅值，为上部风机机

组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扇环形设计，使得阻尼池对于不同波长的波浪均有良好的适应性，

在不同波浪条件下均可以提供运动阻尼。阻尼池设计节约了钢材，提高了浮式基础的经济

性。

[0018] 本实用新型的系泊系统可根据实际工作情况选用悬链线式系泊或张紧式系泊。导

缆孔布置于最下段圆柱体平台外侧，降低了系泊点位置，以获得较大的系泊复原力臂，且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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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泊缆避开了水线面处较大的波浪荷载。

[0019] 本通过调整上部甲板工作平台、中心立柱、下部压载平台的直径、高度，本实用新

型的所述浮式基础可以同时适用于浅水和深水的工作环境；针对于浅水工作海域，在设计

中增大上部甲板工作平台半径，以获得较大水线面半径，确保浮式基础具有较大的稳心高

度；针对于深水的工作海域，减小上部甲板工作平台半径，以减小浮式基础遭受的波浪荷

载，且增加上部甲板工作平台、中心立柱和下部压载平台的高度，增加吃水，降低重心，获得

较大的稳心高度。

[0020] 进一步地，所述中心立柱在高度方向上被分割为若干个独立的用于注水的水密分

舱被独立注入和抽排水，水密分舱中至少部分分舱不注满水。

[0021] 本实用新型中，下部压载平台用于填充固定压载来调整浮式基础达到设计吃水。

中心立柱的水密分舱，可以独立灌注压载水来调整结构吃水，在实际工作中，可根据安装于

风电机舱的运动传感器的反馈来调整中心立柱的压载情况，使上部风电机组获得稳定的工

作环境。

[0022] 综上，本实用新型以上技术方案涉及解决的问题包括：

[0023] 1) .增大漂浮式基础的运动阻尼，减小在风浪作用下的运动响应，进而提高漂浮式

基础的抗风浪能力，为上部风机提供稳定的工作环境。

[0024] 2) .减小浮式基础的吃水深度，避免传统结构型式在应用过程中受制于水深的限

制，能够同时适用于浅水和深水。

[0025] 3) .拥有较大的水线面半径，较传统的半潜式基础有更小的用钢量，拥有更好的稳

性和经济性。

[0026] 4) .无需针对浪向、风向额外调整舱内压载，方便实际生产。

[0027] 5) .对于多变的风浪方向能保证基础的稳性和发电效率。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正视图；

[0029] 图2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侧视图；

[0030] 图3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俯视图；

[0031] 图4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立体示意图；

[0032] 图5是本实用新型一种实施例的压载水舱系统布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是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详细说明。

[0034] 如图1-4所示，一种新型的具有阻尼效应的多段圆柱体海上风电机组漂浮式基础，

主要包含：多段式的圆柱体基础，多个扇环状的阻尼池以及系泊系统，具体地，从上到下包

括风电机组(风机机舱1和风机叶片2)、风机塔筒3、上部甲板工作平台4，中心立柱5，下部压

载平台6，锚泊装置7以及多个扇环形阻尼池8。

[0035] 如图1所示，浮式基础由上部甲板工作平台4，中心立柱5，下部压载平台6组成，水

线面处于上部甲板工作4的中部。该浮式基础是多段外轮廓为圆柱形的钢制结构，其中上部

平台4最大，下部平台6较上部平台4的直径小，中心立柱5的直径最小，各段之间通过焊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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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相连。

[0036] 如图1-4所示，风机塔筒3上端安装风机机舱1，风机叶片2安装于风机机舱1上。风

机塔筒3下端固定在浮式基础的上部甲板工作平台4的中心处。

[0037] 多个扇环形阻尼池8围绕风机塔筒3进行均匀布置，扇环形阻尼池8贯穿上部甲板

工作平台4。实际应用中，扇环形阻尼池8的个数和大小均可根据实际工程要求来进行具体

设计。在一个实施例中，如图1-3中所示，围绕风机塔筒3等间距布置有三个圆心角为90度的

扇环形阻尼池8。三个扇环形阻尼池8之间的间距圆心角为30度。如图1-4所示，三个扇环形

阻尼池8的内环壁与中心立柱5相接。

[0038] 如图1-4所示，锚泊装置7连接在浮式基础的下部压载平台6上，将该浮式基础系泊

于海床上，每个系泊装置7包括锚机和锚链，锚机设置在下部压载平台6内。在一个实施例

中，如图1-1和图1-3所示，采用了悬链线的三点系泊，系泊点之间的夹角为120度，每个系泊

点处有两根钢制锚链，两根钢制锚链间的夹角为30度。

[0039] 如图1-5所示，下部压载平台6为第一分舱，主要用于填充固定压载。中心立柱5沿

竖直方向等分成三个分舱，编号为第二分舱、第三分舱和第四分舱。第二、三、四分舱之间相

互独立，完全水密，可以独立灌注压载水。各舱的压载水均可不灌满，此时中心立柱5内的三

个分舱都相当于减摇水舱，可以有效降低浮式基础的横摇、纵摇响应。在一个实施例中，可

以于风机机舱1处布置若干传感器，监测风机机舱的运动响应，并将监测信息实时传送到上

部甲板工作平台4的控制区，进而调整中心立柱5内三个分舱的压载水，来改善结构运动状

态。

[0040] 该浮式基础是大型钢结构且具有对称性，为加快施工进度并减少高空作业，在投

入生产前，可以在船坞内先完成各个柱形分段的建造，然后在陆上进行整体的焊接拼装。漂

浮式基础的主体结构完成后，再安装相应的爬梯，锚机等装置。工作平台模块也可以预先在

工厂建造好。风电机组和风机塔筒在船坞外组装就绪，待浮式基础制作完成后，将风电机组

(风机机舱1和叶片2)和风机塔筒3整体吊装到甲板工作平台上方，而后吊装工作模块。整个

装置建造完成后，打开船坞闸门放入海水，浮式风机基础在自身浮力作用下浮起，用拖船将

整个装置拖出船坞，拖到指定海域。拖航过程中，水线应当处于中心立柱5的位置，此时，水

线面面积小，拖航阻力小，方便拖航。抵达指定海域后，对下部压载平台6和中心立柱5内的

压载舱灌注压载，浮式基础下沉到设计吃水，而后用系泊装置7中的锚链将整个装置系泊于

海床上。由于在船厂已经完成了顶部风电机组与工作平台的安装，因此避开了海上安装这

个难题，省却了大量的安装费用和海上施工时间。

[0041] 生产过程中，顶部风电机组产生的电能小部分供工作平台4及传感器等使用，主要

的电能将通过布置于风机塔筒3、工作平台4、中心立柱5以及下部压载平台6内的电缆管线

(工作平台4、中心立柱5以及下部压载平台6在建造时预留走线路径与孔洞)由海底电缆途

径升压站等输送到沿海城市。海上风电维护船会定期对风电机组进行维护。海上风电维护

船可通过水线面附近设置的靠船构件和系缆桩进行靠泊，维护工作人员通过爬梯从海上风

电维护船上登到工作平台上，对风机进行维护。

[0042] 以上实施例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较优技术方案，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解，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本质情况下可以对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或参数进行修改或

者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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