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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 条 ( 3 )) 。

一种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 力海洋平 台及施工方法 ，平 台包括至少一个垂直布置且底 部为锥形
的浮力筒 ，浮力 筒为空心柱体 ，其底 部加上小 口径钻孔桩或小 口径打入桩 固定到海床基岩或持力层 ，并和浮
力筒锥形底 部的土层一起支撑外力 ，浮力 筒的浮力可抵消部分建筑物 的重量 ，并将整体基础所承受倾覆载荷
通过 多浮力筒空 间结构转化为单个浮力筒基础 的竖 向下压和上拔载荷 。平 台可在 陆地现浇或预制 ，海岸边组
装 ，再牵 引托至安装位置 ，该海洋平台应用于海床土层 5 米 以上和水深约 5 至 50 米的海洋 中。



说 明书

名称：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及施工

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海洋平台及其施工方法，尤其涉及一种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

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及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水中建筑物的地质条件和风浪荷载及水深决定了水中建筑物的基础形式，一般大

型水中建筑物的基础占总体造价的25%~40% 。 30米已上的中度水深至深水基础，

应考虑海洋环境产生的荷载力，如台风、巨浪、大潮产生的巨大水平力，成为其设

计和施工中必须考虑的重要控制条件。

海上风机深水区基础型式多为浮式平台，浅水区主要为桩基础或重力式基础的

桩基础，中度深水区为桁架型导管架基础。桥梁中度深水区至深水区主流基础

型式为钻孔群桩基础或钢板桩围堰管柱基础。钻井和釆油的海洋固定式平台用

于水深 10米至200米，钻井和釆油的海洋半潜式平台用于水深 100米至数千米。

我们另一个发明"支撑海上风机、桥梁、海洋建筑物的浮力支撑固定平台" 中 （申

请号为CN 2012100348059 的中国专利申请），其技术手段包括至少3个浮力筒，

每个浮力筒底部有锥形底部。在凸凹不平整的复杂海底，该技术手段可将浮力

支撑固定平台稳固地嵌入到土层较浅 （1米至5米）的海床持力层，存在较大的

技术优势；但浮力支撑固定平台施工方法对厚土层 （5 米以上）则有不足。

"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空心浮力筒受到水的浮力支撑。浮力筒浮力抵消部分海

洋建筑物的重量，水的浮力承担海洋建筑物大约一半重量，能降低海洋平台支

撑构造部分的刚性，使其基本振动频率避开地震峰值频率，从而提高平台基础

与地基间的绝缘性。

地震发生吋，由于浮力作用延长了平台固有振荡周期，即晃动一次所需吋间，

避开地震峰值周期，海洋建筑物晃动的加速度得以降低。因此，"局部浮力"海洋

平台能获得较好抗震效果。



本局部浮力海洋平台发明是专门针对厚土层 （5 米至80米或更多）环境下在原

有浮力支撑固定平台技术上再发展出新的技术，对于厚土层的基础釆用了重力

式及小口径桩的混合形式基础，利用已固定在海床上的浮力筒，用架设在浮力

筒上的小型钻孔机和小型打桩机安装小口径桩基，相对大型钢管桩及其所需的

大型海上打桩设备，本发明的小口径桩则非常经济。多浮力筒的局部浮力海洋

平台工作原理是，由垂直布置的空心多浮力筒和各浮力筒间的连接梁及各浮力

筒底的小口径群桩组成空间结构，垂直荷载经浮力筒底部加劲环板传递少于加

劲环板持力层容许值的压应力，而小口径钻孔群桩或小口径打入群桩则提供抗

上拔力，同吋也提供部分承载力。多浮力筒空间结构将整体基础所承受的倾覆

荷载转化为单个浮力简基础的竖向下压和上拔荷载，浮力筒的浮力抵消部分水

工建筑物的重量，基础承载力和抗倾覆能力很强。

本发明还增加了单个浮力筒的局部浮力海洋平台，可应用于3MW 的水平轴风

机的海上风电场等小型水上建筑物。

单浮力筒的局部浮力海洋平台工作原理是，由垂直布置的空心单浮力筒和单浮

力筒底部的加劲环板及连接单浮力筒底部锥形底部的小口径群桩组成空间结构

，垂直荷载经浮力筒底部加劲环板传递少于加劲环板持力层容许值的压应力，

而小口径钻孔群桩或小口径打入群桩则提供抗上拔力，同吋也提供部分承载力

。单浮力筒空间结构将整体基础所承受的倾覆荷载转化为小口径群桩基础的竖

向下压和上拔荷载，浮力筒的浮力抵消部分水工建筑物的重量，基础承载力和

抗倾覆能力强。

对于在较平整的海底上安装小型的海上风机、桥梁或海洋建筑物 （总重小于70

0吨），本单浮力筒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经济效益明显，有效降低了浮力筒施工成

本。

本发明适用范围广泛，经济效益很高，施工风险低。本发明在土层厚5米以上

和水深5米至50米海域均为经济适用。

发明内容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厚土层 （5 米至80米或更多）环境、解决现

有海上风电等海洋 （水工）建筑物基础造价较高和施工难度较大的难题，提供



一种支撑海上风机和/或桥梁和/或海洋建筑结构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

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釆用的技术方案是：系统集成并创新地应用了预应力

混凝土浮桥和油田钻井平台及分段预制拼装预应力混凝土桥节段施工法或现浇

施工法，局部浮力的建筑物抗震系统，人工水上作业施工深水基础工程及小口

径钻孔桩或小口径打入桩等30多年的成熟技术，构造一种海上风电、桥梁和海

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台包括：

至少一垂直布置的浮力筒，通过所述浮力筒底部下方的混凝土层支撑在海床上

，所述浮力筒为空心柱体；

所述浮力筒还安装有贯穿其底部的小口径群桩，所述小口径群桩依次穿过所述

混凝土层和海床土层锚于基岩或持力层；

单个所述浮力筒为单浮力筒体系，由垂直布置的单个所述浮力筒和所述浮力筒

的底部及由该底部下方固定连接的所述小口径群桩组成单浮力筒空间结构；多

个所述浮力筒通过连接梁组成多浮力筒体系，由垂直布置的多个所述浮力筒和

各所述浮力筒间的所述连接梁及由所述浮力筒底部固定连接的所述小口径群桩

组成多浮力筒空间结构；

其中，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台上支撑有海上风机和/或桥梁和/或海洋建筑物。

在本发明所述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中，所述小口

径群桩包括小口径钻孔桩或小口径打入桩，所述浮力筒的底部预留有凹孔，钻

穿所述凹孔，安装所述小口径钻孔桩或小口径打入桩，所述小口径钻孔桩或小

口径打入桩依次穿过所述混凝土层和海床土层锚于基岩或持力层，以增强所述

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抗上拔力。

在本发明所述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中，所述浮力

筒底部为锥形底部或底部凸出的榫头结构。

在本发明所述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中，所述局部

浮力海洋平台还包括至少三个所述浮力筒，其中一个所述浮力筒上支撑海上风

机。

在本发明所述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中，所述锥形



顶部延伸扩大形成有加劲环板 ，将垂直荷载经浮力筒底 的加劲环板传递底板持

力层容许值 内的压应力。

在本发明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中，所述局部

浮力海洋平 台还包括所述浮力筒顶部 固接 的调节塔。

在本发明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中，所述浮力

筒和/或所述调节塔 由钢或预应力混凝土或预应力轻质混凝土或预应力纤维混凝

土或预应力钢管混凝土或钢 -混凝土组合材料或钢筋混凝土材料制成。

在本发明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中，所述浮力

筒 内设有泵压系统 ，所述泵压系统包括设置在所述浮力筒 内部 的多根压力管 以

及设置在外部 的水泵 、混凝土泵和水泥沙浆泵 ；其中，所述多根压力管各 自的

一端开 口分别穿 出所述浮力筒 ，与所述水泵 、混凝土泵和水泥沙浆泵连接 ，另

一端开 口穿过所述浮力筒锥形底部与外界相通 ，用 以将分别从所述水泵 、混凝

土泵或水泥沙浆泵输 出的水 、混凝土或水泥沙浆挤压至外界。

在本发明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中，所述浮力

筒 内灌沙或灌水 ，用 以增加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 自重 ，从而抵抗风荷载等

水平荷载引起 的上拔力。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施工方法

，用于在海床土层不小于 5米 的海床上构建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包括 以下步骤 ：

在安装点与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浮力筒对应 的位置处分别开挖海床土层至

所述海床 的持力层 ，用 以形成尺寸大于所述浮力筒 的锥形底部 的凹槽 ；

在所述 凹槽 内浇注形成预设厚度 的混凝土层 ；

拖运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至所述安装点处 ，调节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以使

所述浮力筒与所述 凹槽一一对应 ；

在所述混凝土层完全凝 固之前下沉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以使所述锥形底部

完全嵌入所述混凝土层 ，保持水平至所述混凝土层 中形成与所述锥形底部对应

的锥形 凹槽 ；

在所述混凝土层完全凝 固后 ，通过压力管位于浮力筒 的锥形底部 的开 口泵压 出

水 ，从而冲开所述浮力筒 的锥形底部与所述混凝土层之间的粘结 ，上升所述局



部浮力海洋平 台，露 出所述混凝土层 的锥形 凹槽 ；

在所述混凝土层达到预设强度之后下沉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以在所述锥形

底部与所述锥形 凹槽之间形成狭缝 ；

压浆填满所述狭缝 ，略为下降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至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开始支撑在所述混凝土层上 ，待压桨达至预设强度后将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完全支撑在所述混凝土层上 ；

在所述浮力筒 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的地方 ，釆用钻机安装 口径介于 300mm~400mm

的小 口径钻孔桩 ，锚于基岩 ；或在所述浮力筒 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的地方 ，钻穿

所述锥形底部和其下的混凝土层 ，导入小 口径打入桩 ；在桩基完成后 ，抽干所

述浮力筒 内积水 ，破开桩头露 出钢筋 ，绑扎浮力筒底钢筋 ，浇注混凝土 ，使桩

和所述浮力筒底部形成一整体 ，从而将所述浮力筒 以及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固定在所述海床上 ；

在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上安装海上风机和/或桥梁和/或海洋建筑物。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施工方法

，用于在海床土层不小于 5米 的海床上构建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包括 以下步骤 ：

拖运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至安装点处 ；

下沉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至海床上方 ，并启动外置 的水泵 ，以通过压力管位

于浮力筒 的锥形底部 的开 口泵压 出水 ，从而在所述锥形底部 的下方冲刷海床土

层至所述海床 的持力层 ，用 以形成尺寸大于所述锥形底部 的凹槽 ；启动外置 的

混凝土泵 ，以通过压力管位于浮力筒 的锥形底部 的开 口泵压 出混凝土 ，从而在

所述 凹槽 内、所述浮力筒 的锥形底部 的与所述持力层之间浇注形成预设厚度 的

混凝土层 ；

在所述混凝土层完全凝 固之前继续下沉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以使所述锥形

底部完全嵌入所述混凝土层 ，保持水平及至所述混凝土层 中形成与所述锥形底

部对应 的锥形 凹槽 ；

在所述混凝土层完全凝 固后 ，通过压力管位于浮力筒 的锥形底部 的开 口泵压 出

水 ，从而冲开所述浮力筒 的锥形底部与所述混凝土层之间的粘结 ，上升所述局

部浮力海洋平 台，露 出所述混凝土层 的锥形 凹槽 ；



在所述混凝土层达到预设强度之后下沉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以在所述锥形

底部与所述锥形 凹槽之间形成狭缝 ；

在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内，压浆填满所述狭缝 ，略为下降所述局部浮力海洋

平 台至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开始支撑在所述混凝土层上 ，待压桨达至预设强

度后将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完全支撑在所述混凝土层上 ；

在所述浮力筒 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的地方 ，釆用钻机安装 口径介于 300mm~400mm

的小 口径钻孔桩 ，锚于基岩 ；或在所述浮力筒 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的地方 ，钻穿

所述锥形底部和其下的混凝土层 ，导入小 口径打入桩 ；在桩基完成后 ，抽干所

述浮力筒 内积水 ，破开桩头露 出钢筋 ，绑扎浮力筒底钢筋 ，浇注混凝土 ，使桩

和所述浮力筒底部形成一整体 ，从而将所述浮力筒 以及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固定在所述海床上 ；

在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上安装海上风机和/或桥梁和/或海洋建筑物。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施工方法

，用于在海床土层不小于 5米 的海床上构建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包括 以下步骤 ：

在安装点与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浮力筒对应 的位置处分别开挖海床土层至

所述海床 的持力层 ，用 以形成尺寸大于所述浮力筒 的锥形底部 的凹槽 ；

拖运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至所述安装点处 ，调节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以使

所述浮力筒与所述 凹槽一一对应 ；

启动外置 的混凝土泵 ，以通过压力管位于浮力筒 的锥形底部 的开 口泵压 出混凝

土 ，从而在所述 凹槽 内、所述浮力筒 的锥形底部与所述持力层之间浇注形成预

设厚度 的混凝土层 ；

在所述混凝土层完全凝 固之前继续下沉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以使所述锥形

底部完全嵌入所述混凝土层 ，保持水平及至所述混凝土层 中形成与所述锥形底

部对应 的锥形 凹槽 ；

在所述混凝土层完全凝 固后 ，通过压力管位于浮力筒 的锥形底部 的开 口泵压 出

水 ，从而冲开所述浮力筒 的锥形底部与所述混凝土层之间的粘结 ，上升所述局

部浮力海洋平 台，露 出所述混凝土层 的锥形 凹槽 ；

在所述混凝土层达到预设强度之后下沉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以在所述锥形



底部与所述锥形 凹槽之间形成狭缝 ；

在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内，压浆填满所述狭缝 ，略为下降所述局部浮力海洋

平 台至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开始支撑在混凝土层上 ，待压桨达至预设强度后

将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完全支撑在混凝土层上 ；

在所述浮力筒 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的地方 ，釆用钻机安装 口径介于 300mm~400mm

的小 口径钻孔桩 ，锚于基岩 ；或在所述浮力筒 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的地方 ，钻穿

所述锥形底部和其下的混凝土层 ，导入小 口径打入桩 ；在桩基完成后 ，抽干所

述浮力筒 内积水 ，破开桩头露 出钢筋 ，绑扎浮力筒底钢筋 ，浇注混凝土 ，使桩

和所述浮力筒底部形成一整体 ，从而将所述浮力筒 以及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固定在所述海床上 ；

在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上安装海上风机和/或桥梁和/或海洋建筑物。

在本发明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施工方法 中

，在所述浮力筒 固定在所述海床上之后 ，在所述浮力筒 中填充水或沙 以压重所

述浮力筒。

在本发明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施工方法 中

，所述施工方法进一步包括在紧贴所述 凹槽 的内壁上设置钢板环 ，并在所述钢

板环 内部设置钢筋 ，从而在所述 凹槽 内、所述浮力筒 的锥形底部 的与所述持力

层之间浇注形成预设厚度 的混凝土层 ，用 以防止所述 凹槽侧所述海床土层 的坍

塌。

在本发明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施工方法 中

，所述施工方法进一步包括在所述 凹槽 的边上堆置一 由石块及碎石沙砾组成 的

墙 ，用 以防止所述 凹槽侧所述海床土层塌陷进入所述 凹槽和所述浮力筒 的锥形

底部与所述持力层之间浇注 的混凝土层。

在本发明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施工方法 中

，所述施工方法进一步包括釆用节段预制施工法制作所述预应力混凝土或预应

力轻质混凝土或预应力纤维混凝土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包括 ：

在预制场或工厂内使用节段预制方法 匹配浇注组成所述浮力筒 ；

将所述浮力筒运输至所述港 口侧 ；



拖至海上安装海域进行平台的基础工程施工安装。

在本发明所述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方法中

，所述施工方法进一步包括釆用现浇施工法制作所述预应力混凝土或预应力轻

质混凝土或预应力纤维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局部浮力海洋平台，包括：

在预制场或工厂内使用节段预制方法匹配浇注组成浮力筒的浮力筒节段；

在预制场或工厂内使用节段预制方法匹配浇注连接结构；

在港口侧的海上插打引导桩，每个所述浮力筒对应设置至少三根引导桩，从而

能够在港口侧的海上支撑定位钢桁架上进行所述浮力筒的安装；

将预制的所述浮力筒节段运输至所述港口侧；

使用预应力拼装浮力筒节段，以完成整个浮力筒的预制拼装；

通过浮吊将预制拼装完成的所述浮力筒吊至所述引导桩的位置处，并下降所述

定位钢桁架以固定在所述弓I导桩上；

或通过浮吊将预制的连接有所述锥形底部的所述浮力筒节段吊至所述弓I导桩的

位置处利用浮力支撑所述浮力筒节段，再通过浮吊将其它预制的所述浮力筒节

段吊至所述引导桩的位置处，利用预应力拼装所述浮力筒节段，完成后下降所

述定位钢桁架以固定在所述弓I导桩上；

调节所述浮力筒的水平和位置，并釆用所述定位钢桁架及定位桩进行固定；

将预制的所述连接结构运输至所述港口侧；

釆用浮吊，将预制的所述连接结构吊至与各所述浮力筒对应的接头位置处，以

及通过预应力和锚具连接和固定接头；

重复以上步骤到完成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节段施工法；

移除锁定设备并移除所述定位钢桁架，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台自由后即可牵引

拖航浮运其至安装位置；

于安装位置在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台上施工小口径钻孔桩或小口径打入桩。

在本发明所述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方法中

，在所述浮力筒的锥形底部上钻直径介于45mm-55mm 的孔至其下的所述混凝土

层，插入钢筋，该孔洞内灌以水泥砂浆，形成所述锥形底部和混凝土层之间的

剪力健。



在本发明所述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方法中

，将多个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台通过连结梁连接成多平台系统。

实施本发明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及施工方法，具

有以下有益效果：在5米以上土层的海底上，可釆用单个或多个浮力筒通过小口

径钻孔桩或小口径打入桩将浮力筒固定到海床基岩或持力层，提高了平台水平

抗力和抗上拔力及稳定性，解决了5米以上土层和水深约5米至30米或部分海域

至50米的水工建筑物土层地基基础造价较高的难题，经济效益很明显，大幅降

低了土层地基基础施工成本。成本方面，在水深20米吋该局部浮力海洋平台技

术比传统群桩基础工艺节省约20% 至30% 。

对于厚土层的基础釆用了重力式及小口径桩的混合形成基础，利用已固定在海

床上的浮力筒，用小型打桩机及钻孔机安装小口径桩基，相对大型钢管桩及其

所需的大型海上打桩设备，本发明的小口径桩则非常经济，整体工作原理是，

重力式加劲环板提供向下压的抗力，而小口径钻孔桩或小口径打入桩则提供抗

上拔力，同吋也提供部分承载力。

由于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通过

小口径钻孔桩或小口径打入桩将浮力筒固定到海床基岩或持力层上，因此局部

浮力海洋平台的尺寸与浮式平台相比将大大减少，在土层5米以上和水深5米至3

0米中度水深可大幅节约建设成本，也节约海洋空间资源，促进海域科学利用。

从而提高了船运行吋的安全性能。局部浮力海洋平台施工安装全部为人工水上

作业，平台杆件全部预制或陆地现浇，海上施工占用吋间短，釆用水上遥控建

设浮力筒基础和海底地基处理，解决了土层地基基础需要复杂重型施工设备等

最难的问题，施工设备制作成本低廉，可重复利用，提高了工作效率，施工方法

安全，低风险和低成本，适用于水深5米至50米和土层5米以上的海上风机和/或

桥梁和/或海洋建筑物等的地基基础工程。

附图说明

下面将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附图中：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三浮力

筒下接小口径桩的结构示意图；



图2A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内部

压力管道结构示意图；

图2B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浮力

筒底部预留的凹孔的结构示意图；

图2C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浮力

筒底部预留的凹孔的剖视图；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三浮

力筒平面图；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三浮

力筒侧剖视图；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

方法示意图；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

方法示意图；

图7A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

方法示意图；

图7B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

方法示意图；

图8A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

方法示意图；

图8B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

方法示意图；

图9A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

方法示意图；

图9B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

方法示意图；

图10A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

工方法示意图；



图10B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

工方法示意图；

图1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

方法示意图；

图1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上安装

桥墩的示意图；

图1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上安装

海洋建筑物的示意图；

图1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多平

台系统示意图；

图中数字标号说明：1、浮力筒；2、锥形底部；3、调节塔；4、加劲环板；5

、风机塔；6、海床；7、石块及碎石沙砾组成的墙；8、海平面；9、混凝土层

；10、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1、锥形凹槽；12、压浆；13、海床土层；14、持

力层；15、凹槽；17、桩顶混凝土承台；2 1、小口径钻孔桩；22、运泥臂；23

、挖泥船；24、钻机；26、作业船；27、小口径打入桩；28、打桩机；3 1、水

下混凝土输送管；32、建筑结构主梁；33、建筑结构次梁；34、建筑结构连接

梁；35、桥墩；36 、墩顶横梁；37、压力管；38、开口；39、凹孔；40、基岩

具体实施方式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

，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

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为了对本发明的技术特征、目的和效果有更加清楚的理解，现对照附图详细说

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实施例 1

本实施例施工目的在于：在水深为25米、海床土层为约30米一海域，把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 (以下简称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

安装在海床，并在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上安装3MW 的水平轴风机。



"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空心浮力筒受到水的浮力支撑。浮力筒浮力抵消部分海

洋建筑物的重量，水的浮力承担海洋建筑物大约一半重量，能降低海洋平台支

撑构造部分的刚性，使其基本振动频率避开地震峰值频率，从而提高平台基础

与地基间的绝缘性。

地震发生吋，由于浮力作用延长了平台固有振荡周期，即晃动一次所需吋间，

避开地震峰值周期，海洋建筑物晃动的加速度得以降低。因此，"局部浮力"海洋

平台能获得较好抗震效果。

在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中，如图1所示，包括三个垂直布

置的浮力筒 1，浮力筒 1为局部浮力支撑的空心柱体，浮力筒 1还安装有贯穿其底

部的小口径群桩，小口径群桩为小口径钻孔桩2 1或小口径打入桩27，通过小口

径钻孔桩2 1或小口径打入桩27将浮力筒 1固定到海床基岩40或持力层 14上，浮力

筒 1为空心柱体，空心柱体可为空心圆柱体或空心多边形柱体，例如圆柱体、四

面柱体、六面柱体等等。本实施例中，浮力筒 1底部优选为锥形底部2 (倒锥体

当然，在其它的实施例中，浮力筒 1底部还可以是底部凸出的榫头结构。

如图1、图2、图4所示，浮力筒 1的底部预留有凹孔39，钻穿凹孔39，安装有小

口径钻孔桩2 1或小口径打入桩27，小口径钻孔桩2 1或小口径打入桩27依次穿过

混凝土层9和海床土层 13锚于基岩40或持力层 14，以增强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的

抗上拔力。其中，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上支撑有海上风机和/或桥梁和/或海洋建

筑物。

如图3所示，三个浮力筒 1通过连结梁连接成平台，其中一个浮力筒上安装3M

W 的水平轴风机。当然，在其它的实施例中，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也可以仅釆用

一个浮力筒 1，如图9B所示，其它与本实施例相同。单个浮力筒 1为单浮力筒体

系，由垂直布置的单个浮力筒 1和浮力筒 1的底部的加劲环板4及由该底部下方固

定连接的小口径群桩组成单浮力筒空间结构；多个浮力筒 1通过连接梁组成多浮

力筒体系，由垂直布置的多个浮力筒 1和各浮力筒 1间的连接梁及由浮力筒 1底部

固定连接的小口径群桩组成多浮力筒空间结构。

图1示出的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的平面为三角形。图1仅用作举例，并不是对本

发明实施例中的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的限制，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局部浮力海



洋平台 10的平面还可以正方形。当然 ，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也可以是五边形、

六边形等多边形。另外 ，图中示出了海平面 8作为参考。当然 ，在其它的实施例

中，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也可以是单浮力筒 1，其平面为圆形、五边形、六边形

或其它形状。

具体而言，浮力筒 1的高度为30米 ，浮力筒 1的壁厚为0.35米到0.45米。顶板厚

度为0.35米到0.5米 ，底板为0.35米到0.6米。

如图2所示 ，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中的浮力筒 1为空心柱体 ，本实施例为圆柱体

，还可以为锥形体 （如图6-12 所示）、四面柱体、六面柱体等等。浮力筒 1的底

部为锥形底部2，该锥形底部2的最底点指向海床。为了更加稳定地支撑浮力筒 1

，该锥形底部2的底面直径可优选大于浮力筒 1的截面直径 ，也即锥形底部2顶部

延伸形成加劲环板 4。浮力筒 1可为钢浮筒 ，也可以为混凝土制成的空心柱体。

例如 ，浮力筒 1可由预应力混凝土和预应力纤维混凝土和预应力钢管混凝土和钢-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组合材料中的一种制成。浮力筒 1上安装风机。

如图 1所示 ，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还包括一个浮力筒 1顶部固接的调节塔 3，其

高度应在平均浪高之上。调节塔 3上支撑海上风机。在其它不同的海域 ，根据水

深与浮力筒 1高度的差值 ，可相应预制不同高度的调节塔 3，以使浮力筒 1适应不

同水深的海域。本实施例中调节塔 3的高度为 10米 ，可由预应力混凝土和预应力

轻质混凝土和预应力纤维混凝土和预应力钢管混凝土和钢-混凝土组合材料和钢

筋混凝土中的一种制成 ，本实施例中优选钢筋混凝土结构。通过法兰，在调节

塔 3上安装风机。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如图2A 、 2B 、 2C所示 ，浮力筒 1内设有泵压系统 ，泵压

系统包括设置在浮力筒 1内部的压力管 37以及设置在外部的水泵、混凝土泵和水

泥沙浆泵；其中，压力管 37各 自的一端开 口38分别穿出浮力筒 1，形成压力管道

外部连接头 ，压力管道外部连接头与水泵、混凝土泵和水泥沙浆泵连接 ，另一

端开 口穿过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与外界相通 ，用 以将分别从水泵、混凝土泵或

水泥沙浆泵输出的水、混凝土或水泥沙浆挤压至外界。对于连接有调节塔 3的浮

力筒 1，压力管 37各 自的一端开 口38分别穿出调节塔 3。

具体而言，工作中，当压力管 37与水泵连接吋，从水泵压出的高压水将通过压



力管37并从压力管37位于锥形底部2的开口泵压到外界 （海中）；当压力管37与

混凝土泵连接吋，从混凝土泵压出的高压混凝土浆料将通过压力管37并从压力

管37位于锥形底部2的开口泵压到外界；当压力管37与水泥沙浆泵连接吋，从水

泥沙浆泵压出的高压水泥沙浆将通过压力管37并从压力管37位于锥形底部2的开

口泵压到外界。为了进一步增加稳定性，浮力筒 1内还可充有水或沙，当然，填

充物不仅限于水或沙，可以是任意的比重较大的物质，从而可以压重局部浮力

海洋平台10。

对于3MW 的水平轴风机，其风机钢塔5的高度约为65米，转子设置于风机钢塔

5顶部，水平轴风机的总重量在400吨到700吨之间。

当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在海上浮运需要提供额外浮力吋，空心部件的空心区间

可以容纳空气以提供额外的浮力。而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固定安装好后，为了

抵抗风力产生的向上拔力，可在空心部件中填充比重较大的物质，例如水和/或

沙和/或混凝土等以增加 自重。还可在浮力筒 1的底部预留凹孔39，凹孔39处不绑

扎钢筋，方便平台安放好后，钻穿凹孔39，安装有小口径钻孔桩2 1或小口径打

入桩27。小口径钻孔桩2 1锚于基岩，小口径打入桩27经凹孔39导入浮力筒 1下方

的混凝土层，以增强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抗风荷载引起的上拔力和下压力。

从以上可以看出，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的设计是

针对风力产生的弯矩对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基座所产生的上升拔力。对用于安

装风机的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为了防止在风力的作用下发生倾覆或松动，在

固定好的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的浮力筒 1中设置小口径钻孔桩2 1，其直径为0.3米

，植入岩体3米，钢筋釆用3根直径50匪 的 钢筋，孔阀压浆。另外加劲环板4能传

递水平荷载至混凝土层9，再以混凝土层9与持力层 14之间的摩阻力传至海床。

实施例2

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上还可支撑桥梁。如图12所示，图12所示为利用二个浮力

筒连接在一承台下形成桥墩的基础。图12仅示出了两个浮力筒 1上支撑桥梁的情

况。当然，也可以3个或6个浮力筒 1对称排布。多个浮力筒 1上共同支撑有承台

，该承台上支撑有桥梁的桥墩35，桥墩35上设置桥墩横梁36，浮力筒 1直径为8

米、高度为30米、壁厚为0.4米，水深30米，土层厚约25米。浮力筒 1通过小口径



钻孔桩 2 1将浮力筒 1固定嵌入到海床基岩40或持力层 14与实施例 1类似。

实施例 3

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上还可支撑海洋建筑物。如图 13所示 ，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为网格结构 ，浮力筒 1分别设置在网格的格点上；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上支撑

有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通过下建筑结构连接梁 34和上建筑结构主

梁 32与建筑结构次梁 33连接。也可以是多个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通过连结梁组

成多平台系统 ，例如 ，如图 14所示 ，是三个十六浮力筒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通

过连结梁组成多平台系统 ，多平台系统上可支撑海洋建筑物。

支撑海洋建筑结构或水中建筑结构的预应力混凝土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基本

模块为四个浮力圆筒和连接四个浮力圆筒的格子梁框架结构 ，格子梁为30米 x30

米 ，可增加浮力圆筒和连接浮力圆筒的格子梁 ，形成2个或多个30米 x30 米浮力

圆筒格子梁体系的海洋建筑结构或水中建筑结构的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

本实施例水深 30米 ，土层厚约20米。浮力圆筒直径为 8米、高度为30米、空心

圆筒壁厚为0.4米到0.5米、以及顶板为0.5米和底板为0.4米到0.60米。浮力圆筒底

部的锥体基础直径为 10米、高度为3米 ，格子梁的空心顶梁和空心底梁均为3米

宽x 4米高及壁厚 0.35米至0.5米。支承楼板的空心格子次梁为 1.5米宽x 2米高及壁

厚 0.25米。本实施例海洋建筑结构或水中建筑结构共有八层 ，每层净高3米。其

它建筑结构杆件 （支承楼板的空心格子次梁等）按相关规范设计。可选择的连

接浮力圆筒顶部和水上建筑结构的多密封空心箱体作为水下建筑结构 ，能提供

额外的浮力。浮力筒 1通过小 口径钻孔桩 2 1将浮力筒 1固定到海床基岩40或持力

层 14与实施例 1类似。海洋建筑结构或水中建筑结构及浮力支撑结构和基础的设

计和施工及安装中应用标准化模块化建设 ，从而有效降低成本。

实施例4

在对依据本发明实施例的海上风电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进行施工安装吋，可釆

用节段预制施工法制作所述预应力混凝土或预应力轻质混凝土或预应力纤维混

凝土或钢筋混凝土，在预制场或工厂内使用节段预制方法匹配浇注组成浮力筒 1

和连接梁 （如果有连接梁）；将浮力筒 1运输至港 口侧拼装成承台；拖至海上安

装海域进行平台的基础工程施工安装。



或釆用现浇施工法制作预应力混凝土或预应力轻质混凝土或预应力纤维混凝土

或钢筋混凝土平台10，可在陆地现浇和海岸边的海上组装，再牵引拖航浮运平

台至安装位置。

随后对制作完成的海上风电支撑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进行浮力筒基础工程施工

安装，下面将按步骤描述一个单浮力筒基础工程施工方法：

5101 、如图5所示，在安装点处与上述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的该单浮力筒 1对应

的位置处，釆用带有运泥臂

22的挖泥船23分别开挖海床土层至海床的持力层 14，用以形成尺寸大于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的凹槽 15。在开挖之前优选预先对海床进行探测，确定其海床土

层 13的厚度。评估是否需要加小 口径钻孔桩2 1或者小 口径打入桩27。为了防止

土层坍塌，还可在紧贴凹槽 15的内壁上设置钢板环，环内可设置钢筋。如图6所

示，还可以在凹槽 15的边上堆置一道由石块及碎石沙砾组成的墙7，用以防止凹

槽 15侧海床土层 13塌陷进入凹槽 15和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与持力层 14之间浇注

的混凝土层9。本实施例中的浮力筒 1底部优选为锥形底部2，当然，在其它的实

施例中，浮力筒 1底部还可以为弧面状底部、其它横截面积由上至下线性或者非

线性减小的底部、或者平面状底部，施工吋，形成尺寸大于浮力筒 1底部的凹槽

15。

5102 、从海上拖运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至安装点处，调节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

以使浮力筒 1与凹槽 15上下一一对应，如图6所示。

5103 、如图6所示，下沉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到海床面上方附近，并在凹槽 15

内、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与持力层 14之间浇注形成预设厚度的混凝土层9。

5104 、如图7A 、 7B所示，在混凝土层9完全凝固之前下沉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

，以使锥形底部2完全嵌入混凝土层9，保持水平至混凝土层9中形成与锥形底部

2对应的锥形凹槽 11。

5105 、如图8A所示，在混凝土层9完全凝固后，通过压力管37位于浮力筒 1的

锥形底部2的开口泵压出水，从而冲开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与混凝土层9之间的

粘结，上升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露出混凝土层9的锥形凹槽 11 ; 该锥形凹槽 11

能与锥形底部2较好地契合。如图8B所示，在混凝土层9达到预设强度之后再次



下沉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以在锥形底部2与锥形凹槽 11之间形成狭缝。

压浆 12填满狭缝，略为下降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至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开始支

撑在混凝土层9上，待压桨达至预设强度后将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完全支撑在混

凝土层9上。

最后，如图9A 、 9B所示，在浮力筒 1的底部预留有凹孔39的地方，釆用钻机安

装 口径介于300 匪 〜400 匪 的 小 口径钻孔桩2 1，锚于基岩层40; 在桩基完成后，抽

干浮力筒 1内积水，破开桩头露出钢筋，绑扎浮力筒底钢筋，浇注混凝土，使桩

和浮力筒 1底部形成一整体，从而将浮力筒 1以及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固定在海

床上。至此，已经完成了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的安装。

S106 、在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上安装风机的风机钢塔 5。

在其它的实施例中，如图10A 、 10B所示，也可以釆用钻机24钻穿锥形底部2和

其下的混凝土层9，导入小 口径打入桩27; 在桩基完成后，抽干浮力筒 1内积水

，破开桩头露出钢筋，绑扎浮力筒底钢筋，浇注混凝土使桩和浮力筒 1底部形成

一 整体。如图12所示，在其它的实施例中，还可以在浮力筒 1的底部设置桩顶混

凝土承台 17，以固定小 口径打入桩27的顶部，小 口径打入桩27穿过锥形底部2和

其下的混凝土层9，打入海床土层 13上。

在其它的没有桩基的实施例中，在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上钻直径介于45-55mm

的孔至其下的混凝土层9，插入钢筋，该孔洞内灌以水泥砂浆，形成锥形底部2

和混凝土层9之间的剪力健。优选 50mm 的孔。

本发明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方法适应于在

海床土层 13不小于5米、及基岩40或持力层 14在5米以内的海床上构建局部浮力

海洋平台，对于海床土层 13小于5米的海床，可釆用我们另一个发明"支撑海上风

机、桥梁、海洋建筑物的浮力支撑固定平台" 中 （申请号为CN 2012100348059 的

中国专利申请）。

实施例5

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5201 、浮运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至安装点处。

5202 、下沉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至海床上方，并启动外置的水泵，以通过压力



管37位于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的开 口泵压 出水 ，从而在锥形底部2的下方冲刷海

床土层至海床 的持力层 14，用 以形成尺寸大于锥形底部2的凹槽 15; 在该步骤 中

，可优选预先对海床进行探测 ，确定海床土层 13的厚度 ；或者可根据开挖 出的

物质判断是否 已经开挖到持力层 14。

5203 、启动外置 的混凝土泵 ，以通过压力管37位于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的开 口

泵压 出混凝土 ，从而在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与持力层 14之间浇注形成预设高度

的混凝土层9。

5204 、在混凝土层9完全凝 固之前继续下沉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以使锥形底

部2完全嵌入混凝土层9，保持水平及至混凝土层9中形成与锥形底部2对应 的锥

形 凹槽 11。

5205 、在混凝土层9完全凝 固后 ，通过压力管37位于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的开

口泵压 出水 ，从而冲开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与混凝土层9之间的粘结 ，上升局部

浮力海洋平 台 10，露 出混凝土层9的锥形 凹槽 11。

5206 、在混凝土层9达到预设强度之后下沉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以在锥形底

部2与锥形 凹槽 11之间形成狭缝。

5207 、压浆 12填满狭缝 ，略为下降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至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开始支撑在混凝土层9上 ，待压桨达至预设强度后将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完全支

撑在混凝土层9上 ；

在浮力筒 1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39的地方 ，釆用钻机安装 口径介于300匪 〜400 匪 的

小 口径钻孔桩 2 1，锚于基岩40; 或在浮力筒 1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39的地方 ，钻穿

锥形底部2和其下 的混凝土层9，导入小 口径打入桩27; 在桩基完成后 ，抽干浮

力筒 1内积水 ，破开桩头露 出钢筋 ，绑扎浮力筒底钢筋 ，浇注混凝土 ，使桩和浮

力筒 1底部形成一整体 ，从而将浮力筒 1以及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固定在海床上

5208 、在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上安装海上风机和/或桥梁和/或海上建筑物。其

它与实施例4类似 ，不再赞述。

实施例6

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的施工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



5301 、在安装点与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的浮力筒 1对应 的位置处分别开挖海床

土层 13至海床 的持力层 14，用 以形成尺寸大于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的凹槽 15。

5302 、拖运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至安装点处 ，调节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以使浮

力筒 1与 凹槽 15—一对应。

5303 、启动外置 的混凝土泵 ，以通过压力管 37位于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处 的开

口泵压 出混凝土 ，从而在 凹槽 15内、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与持力层 14之间浇注

形成预设厚度 的混凝土层9。

5304 、在混凝土层9完全凝 固之前继续下沉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以使锥形底

部2完全嵌入混凝土层9，保持水平及至混凝土层9中形成与锥形底部2对应 的锥

形 凹槽 11。

5305 、在混凝土层9完全凝 固后 ，通过压力管 37位于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处 的

开 口泵压 出水 ，从而冲开浮力筒 1的锥形底部2与混凝土层9之 间的粘结 ，上升局

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露 出混凝土层9的锥形 凹槽 11。

5306 、在混凝土层9达到预设强度之后下沉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以在锥形底

部2与锥形 凹槽 11之间形成狭缝。

在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内，压浆 12填满狭缝 ，略为下降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至

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开始支撑在混凝土层9上 ，待压桨达至预设强度后将局部浮

力海洋平 台 10完全支撑在混凝土层9上 ，

在浮力筒 1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39的地 方 ，釆用钻机安装 口径介于300 匪 〜400 匪 的

小 口径钻孔桩 21，锚于基岩40; 或在浮力筒 1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39的地 方 ，钻穿

锥形底部2和其下 的混凝土层9，导入小 口径打入桩 27; 在桩基完成后 ，抽干浮

力筒 1内积水 ，破开桩头露 出钢筋 ，绑扎浮力筒底钢筋 ，浇注混凝土 ，使桩和浮

力筒 1底部形成一整体 ，从而将浮力筒 1以及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固定在海床上

5307 、在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上安装海上风机和 /或桥梁和 /或海洋建筑物。其

它与实施例 4类似 ，在此不再赞述。

在上述实施例4、 5、 6的三种施工方法 中，可在浮力筒 1固定在海床上之后 ，在

浮力筒 1中填充水或沙或混凝土 以压重浮力筒 1。



在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中，施工方法进一步包括釆用节段预制施工法制作局部

浮力海洋平台10。构建的开始为浇注这些预应力 （轻质）混凝土局部浮力海洋

平台10。可以常规方式在干坞上的陆上条件下实施浇注。也可不在干坞完成，

而是在船坞或港口侧节段预制方法建造该平台，此方法命名为节段施工法或"湿

法" ，详情参见我们的专利申请号CN2012100348059 的中国专利申请。

施工方法中可釆用节段预制施工法制作预应力混凝土或预应力轻质混凝土或预

应力纤维混凝土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包括：

在预制场或工厂内使用节段预制方法匹配浇注组成浮力筒 1和连接梁 （如果有

连接梁）；

将浮力筒 1和连接梁运输至所述港口侧；

在港口侧海上组装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

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拖至海上安装海域进行平台的基础工程施工安装。

具体而言，施工方法中可釆用节段预制施工法制作预应力混凝土或预应力轻质

混凝土或预应力纤维混凝土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包括：

在预制场或工厂内使用节段预制方法匹配浇注组成浮力筒 1的浮力筒节段；

在预制场或工厂内使用节段预制方法匹配浇注连接结构；

在港口侧的海上插打引导桩，每个浮力筒 1对应设置至少三根引导桩，从而能

够在港口侧的海上支撑定位钢桁架上进行浮力筒 1的安装；

将预制的浮力筒节段运输至港口侧；

使用预应力拼装浮力筒节段，以完成整个浮力筒 1的预制拼装；

通过浮吊将预制拼装完成的浮力筒吊至弓I导桩的位置处，并下降定位钢桁架以

固定在引导桩上；

或通过浮吊将预制的连接有锥形底部2的浮力筒节段吊至引导桩的位置处利用

浮力支撑浮力筒节段，再通过浮吊将其它预制的浮力筒节段吊至引导桩的位置

处，利用预应力拼装浮力筒节段，完成后下降定位钢桁架以固定在引导桩上；

调节浮力筒 1的水平和位置，并釆用定位钢桁架及定位桩进行固定；

将预制的连接结构运输至港口侧；

釆用浮吊，将预制的连接结构吊至与各浮力筒 1对应的接头位置处，以及通过



预应力和锚具连接和固定接头；

重复以上步骤到完成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的节段施工法；

移除锁定设备并移除定位钢桁架，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 自由后即可牵引拖航浮

运其至安装位置；

于安装位置在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上施工小口径钻孔桩2 1或小口径打入桩27。

此外，在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的施工方法中，可釆用现浇法浇注钢筋混凝土平

台，在岸边浇筑，吊运上驳船，或浮运到现场安装。

另外，在海上局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方法中，还可以釆用工厂预制工地整体

拼接制作钢局部浮力海洋平台10，包括：支撑海上风机和/或桥梁和/或海洋建筑

结构的钢平台施工釆用工厂预制，在港口附近工地拼接成整个钢平台，通过浮

吊将完成的整个钢平台整体吊至水中，或利用滑道将平台下滑至海上。将悬浮

钢平台拖至海上安装海域进行钢平台各浮力筒的基础工程施工。

风险评估

依据事故的结果对风险进行分类。以海上风电场为例，第一级风险是局部浮力

海洋平台与船发生撞击。第二级风险是在恶劣天气下，风机叶片和塔被损坏。

其它的风险是对航海、航运以及渔业的影响，第三风险为地震，平台的上部结

构固定频率较低，能避开地震波的峰值，桩基则有可能受到破坏，由于釆用的

是小口径桩，可以再发生破坏后再安装新的代替桩。后二者可釆用常规方法进

行处理。对于第一风险，可在风机周围设置足够多的警告提醒，应当将风机刷

成明亮的颜色来警示船只。类似的事故还可能由失去动力的漂浮的船只所导致

，因此需要将局部浮力海洋平台平台10设计成能抵御漂浮船只的撞击，使其只

能产生局部损害。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本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水深约5米至50米及土层5米以上）能应用在海上风电、

海洋能、桥梁、海洋建筑、人工码头、人工岛、海上太阳能等，具有海洋战略

性新兴产业重大应用前景和价值。

本发明系统集成创新地应用了预应力混凝土浮桥和油田钻井平台及分段预制拼

装预应力混凝土桥节段施工法或现浇施工法，局部浮力的建筑物抗震系统，人



工水上作业施工深水基础工程及小口径钻孔桩或小口径打入桩等30多年的成熟

技术，具有廉价、安全、可靠、施工快速、简便及附加值高等特点，能实现大

规模产业化、能大幅降低海上风电、桥梁、水上和海洋建筑物 （包括人工码头

和人工岛）的基础工程造价，能大幅提高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能

大幅提高海上风电等新能源和水上建筑物的海洋平台国际竞争力。

本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水深约5米至50米及土层5米以上）和我们的海上风电、

桥梁、海洋建筑物浮力支撑固定平台 （水深约 10米至50米及土层 1米至5米）及

海上风电和海洋能预应力轻质混凝土浮式平台技术 （水深约25米至500 米）组成

水深约5米至500 米的支撑海上风电、桥梁、海洋建筑物的海洋平台专利组合，

该专利组合能应用在海上风电、桥梁、海洋建筑、人工码头、人工岛、海上太

阳能和海洋能，该专利组合还能能扩展应用在海洋牧场，海洋生物，海水淡化

等海洋资源，海洋农业，海洋城市，海洋旅游，海岛房地产等，该专利组合对开

发海洋绿色能源和资源及海岛经济具有重大经济效益和战略意义。

应当理解的是，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

换，而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发明所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上面结合

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具体实施方

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

下，还可做出很多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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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书

一种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用于在海

床土层 （13) 大于5米 的海床上构建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其特征在

于 ，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包括 ：

至少一垂直布置 的浮力筒 （1) ，通过所述浮力筒 （1) 底部下方

的混凝土层 （9) 支撑在海床上 ，所述浮力筒 （1) 为局部浮力支

撑 的空心柱体 ；

所述浮力筒 （1) 还安装有贯穿其底部 的小 口径群桩 ，所述小 口径

群桩依次穿过所述混凝土层 （9) 和海床土层 （13) 锚于基岩 （40

) 或持力层 (14) ；

单个所述浮力筒 （1) 为单浮力筒体系 ，由垂直布置 的单个所述浮

力筒 （1) 和所述浮力筒 （1) 的底部及 由该底部下方固定连接 的

所述小 口径群桩组成单浮力筒空间结构 ；多个所述浮力筒 （1) 通

过连接梁组成多浮力筒体系 ，由垂直布置 的多个所述浮力筒 （1)

和各所述浮力筒 （1) 间的所述连接梁及 由所述浮力筒 （1) 底部

固定连接 的所述小 口径群桩组成多浮力筒空间结构 ；

其中，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上支撑有海上风机和/或桥梁

和/或海洋建筑物。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

平 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小 口径群桩包括小 口径钻孔桩 （21) 或

小 口径打入桩 （27) ，所述浮力筒 （1) 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39)

，钻穿所述 凹孔 （39) ，安装所述小 口径钻孔桩 （21) 或小 口径

打入桩 （2 力 ，所述小 口径钻孔桩 （21) 或小 口径打入桩 （2 力

依次穿过所述混凝土层 （9) 和海床土层 （13) 锚于基岩 （40) 或

持力层 （14) ，以增强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的抗上拔力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

平 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浮力筒 （1) 底部为锥形底部 （2) 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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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凸出的榫头结构。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

平 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还包括至少三

个所述浮力筒 （1) ，其中一个所述浮力筒 （1) 上支撑海上风机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

平 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锥形底部 （2) 顶部延伸形成有加劲环板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

平 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还包括所述浮

力筒 （1) 顶部 固接 的调节塔 （3) 。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

平 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浮力筒 （1) 和/或所述调节塔 由钢或预应

力混凝土或预应力轻质混凝土或预应力纤维混凝土或预应力钢管

混凝土或钢 -混凝土组合材料或钢筋混凝土材料制成。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

平 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浮力筒 （1) 内设有泵压系统 ，所述泵压

系统包括设置在所述浮力筒 （1) 内部 的多根压力管 （37) 以及设

置在外部 的水泵 、混凝土泵和水泥沙浆泵 ；其中，所述多根压力

管 （37) 各 自的一端开 口 （3 8 ) 分别穿 出所述浮力筒 （1) ，与所

述水泵 、混凝土泵和水泥沙浆泵连接 ，另一端开 口穿过所述浮力

筒 （1) 锥形底部与外界相通 ，用 以将分别从所述水泵 、混凝土泵

或水泥沙浆泵输 出的水 、混凝土或水泥沙浆挤压至外界。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

平 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浮力筒 （1) 内灌沙或灌水 ，用 以增加所

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的 自重 ，从而抵抗风荷载等水平荷载

引起 的上拔力。

一种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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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在海床土层 （13) 不小于5米 的海床上构建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其特征在于 ，包括 以下步骤 ：

在安装点与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的浮力筒 （1) 对应 的位

置处分别开挖海床土层 （13) 至所述海床 的持力层 （14) ，用 以

形成尺寸大于所述浮力筒 （1) 的锥形底部 （2) 的凹槽 （15) ；

在所述 凹槽 （15) 内浇注形成预设厚度 的混凝土层 （9) ；

拖运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至所述安装点处 ，调节所述局

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以使所述浮力筒 （1) 与所述 凹槽 （15) —

一对应 ；

在所述混凝土层 （9) 完全凝 固之前下沉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

10) ，以使所述锥形底部 （2) 完全嵌入所述混凝土层 （9) ，保

持水平至所述混凝土层 （9) 中形成与所述锥形底部 （2) 对应 的

锥形 凹槽 (11) ；

在所述混凝土层 （9) 完全凝 固后 ，通过压力管 （37) 位于浮力筒

(1) 的锥形底部 （2) 的开 口泵压 出水 ，从而冲开所述浮力筒 （1

) 的锥形底部 （2) 与所述混凝土层 （9) 之间的粘结 ，上升所述

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露 出所述混凝土层 （9) 的锥形 凹槽 (

11) ；

在所述混凝土层 （9) 达到预设强度之后下沉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以在所述锥形底部 （2) 与所述锥形 凹槽 （11) 之间形

成狭缝 ；

压浆 (12)填满所述狭缝 ，略为下降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至

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开始支撑在所述混凝土层 （9) 上 ，

待压桨达至预设强度后将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完全支撑

在所述混凝土层 （9) 上 ；

在所述浮力筒 （1) 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39) 的地方 ，釆用钻机安

装 口径介于300匪 〜400匪 的 小 口径钻孔桩 （21) ，锚于基岩 （40)

；或在所述浮力筒 （1) 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39) 的地方 ，钻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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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锥形底部 （2) 和其下的混凝土层 （9) ，导入小 口径打入桩 （2

7) ；在桩基完成后 ，抽干所述浮力筒 （1) 内积水 ，破开桩头露

出钢筋 ，绑扎浮力筒底钢筋 ，浇注混凝土 ，使桩和所述浮力筒 （1

) 底部形成一整体 ，从而将所述浮力筒 （1) 以及所述局部浮力海

洋平 台 （10) 固定在所述海床上 ；

在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上安装海上风机和/或桥梁和/或海

洋建筑物。

[权利要求 11] 一种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施工方法

，用于在海床土层 （13) 不小于5米 的海床上构建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其特征在于 ，包括 以下步骤 ：

拖运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至安装点处 ；

下沉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至海床上方 ，并启动外置 的水

泵 ，以通过压力管 （37) 位于浮力筒 （1) 的锥形底部 （2) 的开

口泵压 出水 ，从而在所述锥形底部 （2) 的下方冲刷海床土层 （13

) 至所述海床 的持力层 （14) ，用 以形成尺寸大于所述锥形底部

(2) 的凹槽 （15) ；启动外置 的混凝土泵 ，以通过压力管 （37)

位于浮力筒 （1) 的锥形底部 （2) 的开 口泵压 出混凝土 ，从而在

所述 凹槽 （15) 内、所述浮力筒 （1) 的锥形底部 （2) 的与所述

持力层 （14) 之间浇注形成预设厚度 的混凝土层 （9) ；

在所述混凝土层 （9) 完全凝 固之前继续下沉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以使所述锥形底部 （2) 完全嵌入所述混凝土层 （9)

，保持水平及至所述混凝土层 （9) 中形成与所述锥形底部 （2)

对应 的锥形 凹槽 （11) ；

在所述混凝土层 （9) 完全凝 固后 ，通过压力管 （37) 位于浮力筒

(1) 的锥形底部 （2) 的开 口泵压 出水 ，从而冲开所述浮力筒 （1

) 的锥形底部 （2) 与所述混凝土层 （9) 之间的粘结 ，上升所述

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露 出所述混凝土层 （9) 的锥形 凹槽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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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混凝土层 （9) 达到预设强度之后下沉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以在所述锥形底部 （2) 与所述锥形 凹槽 （11) 之间形

成狭缝 ；

在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内，压浆 (12)填满所述狭缝 ，略为

下降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至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 开始支撑在所述混凝土层 （9) 上 ，待压桨达至预设强度后将所

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完全支撑在所述混凝土层 （9) 上 ；

在所述浮力筒 （1) 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39) 的地方 ，釆用钻机安

装 口径介于300匪 〜400匪 的 小 口径钻孔桩 (21) ' 锚于基岩 (40)

；或在所述浮力筒 （1) 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39) 的地方 ，钻穿所

述锥形底部 （2) 和其下的混凝土层 （9) ，导入小 口径打入桩 （2

7) ；在桩基完成后 ，抽干所述浮力筒 （1) 内积水 ，破开桩头露

出钢筋 ，绑扎浮力筒底钢筋 ，浇注混凝土 ，使桩和所述浮力筒 （1

) 底部形成一整体 ，从而将所述浮力筒 （1) 以及所述局部浮力海

洋平 台 （10) 固定在所述海床上 ，从而将所述浮力筒 （1) 以及所

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固定在所述海床上 ；

在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上安装海上风机和/或桥梁和/或海

洋建筑物。

[权利要求 12] —种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施工方法

，用于在海床土层 （13) 不小于5米 的海床上构建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其特征在于 ，包括 以下步骤 ：

在安装点与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的浮力筒 （1) 对应 的位

置处分别开挖海床土层 （13) 至所述海床 的持力层 （14) ，用 以

形成尺寸大于所述浮力筒 （1) 的锥形底部 （2) 的凹槽 （15) ；

拖运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至所述安装点处 ，调节所述局

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以使所述浮力筒 （1) 与所述 凹槽 （15) —

一对应 ；

启动外置 的混凝土泵 ，以通过压力管 （37) 位于浮力筒 （1) 的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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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底部 （2) 的开 口泵压 出混凝土 ，从而在所述 凹槽 （15) 内、所

述浮力筒 （1) 的锥形底部 （2) 与所述持力层 （14) 之间浇注形

成预设厚度 的混凝土层 （9) ；

在所述混凝土层 （9) 完全凝 固之前继续下沉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以使所述锥形底部 （2) 完全嵌入所述混凝土层 （9)

，保持水平及至所述混凝土层 （9) 中形成与所述锥形底部 （2)

对应 的锥形 凹槽 （11) ；

在所述混凝土层 （9) 完全凝 固后 ，通过压力管 （37) 位于浮力筒

(1) 的锥形底部 （2) 的开 口泵压 出水 ，从而冲开所述浮力筒 （1

) 的锥形底部 （2) 与所述混凝土层 （9) 之间的粘结 ，上升所述

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露 出所述混凝土层 （9) 的锥形 凹槽 (

11) ；

在所述混凝土层 （9) 达到预设强度之后下沉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以在所述锥形底部 （2) 与所述锥形 凹槽 （11) 之间形

成狭缝 ；

在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内，压浆 (12)填满所述狭缝 ，略为

下降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至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 开始支撑在混凝土层 （9) 上 ，待压桨达至预设强度后将所述局

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完全支撑在混凝土层 （9) 上 ；

在所述浮力筒 （1) 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39) 的地方 ，釆用钻机安

装 口径介于300匪 〜400匪 的 小 口径钻孔桩 (21) ' 锚于基岩 (40)

；或在所述浮力筒 （1) 的底部预 留有 凹孔 （39) 的地方 ，钻穿所

述锥形底部 （2) 和其下的混凝土层 （9) ，导入小 口径打入桩 （2

7) ；在桩基完成后 ，抽干所述浮力筒 （1) 内积水 ，破开桩头露

出钢筋 ，绑扎浮力筒底钢筋 ，浇注混凝土 ，使桩和所述浮力筒 （1

) 底部形成一整体 ，从而将所述浮力筒 （1) 以及所述局部浮力海

洋平 台 （10) 固定在所述海床上 ，从而将所述浮力筒 （1) 以及所

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固定在所述海床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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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上安装海上风机和/或桥梁和/或海

洋建筑物。

根据权利要求 10- 12任一项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

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浮力筒 （1) 固

定在所述海床上之后 ，在所述浮力筒 （1) 中填充水或沙 以压重所

述浮力筒 （1) 。

根据权利要求 10- 12任一项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

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施工方法进一步

包括在紧贴所述 凹槽 （15) 的内壁上设置钢板环 ，并在所述钢板

环 内部设置钢筋 ，从而在所述 凹槽 （15) 内、所述浮力筒 （1) 的

锥形底部 （2) 的与所述持力层 （14) 之间浇注形成预设厚度 的混

凝土层 （9) ，用 以防止所述 凹槽 （15) 侧所述海床土层 （13) 的

坍塌。

根据权利要求 10- 12任一项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

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施工方法进一步

包括在所述 凹槽 （15) 的边上堆置一道 由石块及碎石沙砾组成 的

墙 （7) ，用 以防止所述 凹槽 （15) 侧所述海床土层 （13) 塌陷进

入所述 凹槽 （15) 和所述浮力筒 （1) 的锥形底部 （2) 与所述持

力层 （14) 之间浇注 的混凝土层 （9) 。

根据权利要求 10- 12任一项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

部浮力海洋平 台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施工方法进一步

包括釆用节段预制施工法制作所述预应力混凝土或预应力轻质混

凝土或预应力纤维混凝土局部浮力海洋平 台 （10) ，包括 ：

在预制场或工厂内使用节段预制方法 匹配浇注组成所述浮力筒 （1

将所述浮力筒 （1) 运输至所述港 口侧 ；

拖至海上安装海域进行平 台的基础工程施工安装。

根据权利要求 10- 12任一项所述 的海上风 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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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工方法进一步

包括釆用现浇施工法制作所述预应力混凝土或预应力轻质混凝土

或预应力纤维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 ，包

括：

在预制场或工厂内使用节段预制方法匹配浇注组成浮力筒 （1) 的

浮力筒节段；

在预制场或工厂内使用节段预制方法匹配浇注连接结构；

在港口侧的海上插打引导桩，每个所述浮力筒 （1) 对应设置至少

三根弓I导桩，从而能够在港口侧的海上支撑定位钢桁架上进行所

述浮力筒 （1) 的安装；

将预制的所述浮力筒节段运输至所述港口侧；

使用预应力拼装浮力筒节段，以完成整个浮力筒 （1) 的预制拼装

通过浮吊将预制拼装完成的所述浮力筒吊至所述引导桩的位置处

，并下降所述定位钢桁架以固定在所述引导桩上；

或通过浮吊将预制的连接有所述锥形底部 （2) 的所述浮力筒节段

吊至所述引导桩的位置处利用浮力支撑所述浮力筒节段，再通过

浮吊将其它预制的所述浮力筒节段吊至所述弓I导桩的位置处，利

用预应力拼装所述浮力筒节段，完成后下降所述定位钢桁架以固

定在所述引导桩上；

调节所述浮力筒 （1) 的水平和位置，并釆用所述定位钢桁架及定

位桩进行固定；

将预制的所述连接结构运输至所述港口侧；

釆用浮吊，将预制的所述连接结构吊至与各所述浮力筒 （1) 对应

的接头位置处，以及通过预应力和锚具连接和固定接头；

重复以上步骤到完成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 的节段施工法

移除锁定设备并移除所述定位钢桁架，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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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自由后即可牵引拖航浮运其至安装位置;

于安装位置在所述局部浮力海洋平台 （10) 上施工小口径钻孔桩

(21) 或小口径打入桩 (27) 。

[权利要求 18] 根据权利要求10- 12任一项所述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

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浮力筒 （1) 的

锥形底部 （2) 上钻直径介于45-55mm 的孔至其下的所述混凝土层

(9) ，插入钢筋，该孔洞内灌以水泥砂浆，形成所述锥形底部 （

2) 和混凝土层 （9) 之间的剪力健。

[权利要求 19] 根据权利要求10- 12任一项所述的海上风电、桥梁和海洋建筑物局

部浮力海洋平台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多个所述局部浮力

海洋平台 （10) 通过连结梁连接成多平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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