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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

装工艺，所述工艺包含有以下步骤：步骤1、将安

装平台放置于船体（3）上；步骤2、船体（3）带着安

装平台航行至目的地，拆除桩腿（2.1）和定位管

（1.1）之间的螺栓，使得桩腿（2.1）在自重作用下

下沉；步骤3、安装于船体（3）上的吊机吊起振动

锤对桩腿（2.1）进行振动击打，使得桩腿（2.1）底

部钉入淤泥中；步骤4、将螺栓旋入固定孔一

（1.3）和固定孔二（2.2），从而将桩腿（2.1）固定

于定位管（1.1）内；步骤5、通过压载方式将船体

（3）下沉，使得船体（3）与安装平台相脱离，船体

（3）驶出停靠在安装平台旁。本发明一种浮托式

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成本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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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工艺包含有以下步骤：

步骤1、将安装平台放置于船体(3)上，安装平台包含有多根竖向设置的定位管(1.1)，

定位管(1.1)之间横向连接有连接管(1.2)，所述定位管(1.1)上设置有固定孔一(1.3)；且

位于安装平台四个角上的定位管(1.1)内插置有桩腿(2.1)，桩腿(2.1)上设置有固定孔二

(2.2)，旋置于固定孔一(1.3)和固定孔二(2.2)内的螺栓将桩腿(2.1)固定于定位管(1.1)

内；

步骤2、船体(3)带着安装平台航行至目的地，拆除桩腿(2.1)和定位管(1.1)之间的螺

栓，使得桩腿(2.1)在自重作用下下沉；

步骤3、安装于船体(3)上的吊机吊起振动锤对桩腿(2 .1)进行振动击打，使得桩腿

(2.1)底部钉入淤泥中；

步骤4、将螺栓旋入固定孔一(1.3)和固定孔二(2.2)，从而将桩腿(2.1)固定于定位管

(1.1)内；

步骤5、通过压载方式将船体(3)下沉，使得船体(3)与安装平台相脱离，船体(3)驶出停

靠在安装平台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

中，安装平台搁置在船体(3)上的支撑件(4)上，且船体(3)和安装平台之间横向放置有多根

桩腿(2.1)。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工艺

还包含有步骤6、根据实际对稳定性的需求，将横向放置于船体(3)上的桩腿(2.1)吊起打入

安装平台除四个角上的定位管(1.1)外的定位管(1.1)内以增加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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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安装平台的安装施工工艺，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海上风电施工中

的简易浮托式安装平台的安装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节能减排政策的推进、以及能源危机的日益加重，绿色环保无污染的新

能源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其中，光伏发电和风电发电是近年来应用最为广泛的两种发电方

式，而这其中风电发电、尤其是海上风力发电因其储量广、发电方便且不占用陆地地面而得

到了极大的发展；海上风力发电的主体为风力发电机组，其在安装过程中需要使用相应的

安装平台进行施工，常规的安装平台采用自行式浮动平台，即平台本身具有动力系统，能够

自主航行至施工目的地进行后续作业；然而此类平台造价高昂，动辄数亿的建造成本极大

的制约了其发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不足，提供一种成本低廉的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

的安装工艺。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所述工艺包含有以下步骤：

[0006] 步骤1、将安装平台放置于船体上，安装平台包含有多根竖向设置的定位管，定位

管之间横向连接有连接管，所述定位管上设置有固定孔一；且位于安装平台四个角上的定

位管内插置有桩腿，桩腿上设置有固定孔二，旋置于固定孔一和固定孔二内的螺栓将桩腿

固定于定位管内；

[0007] 步骤2、船体带着安装平台航行至目的地，拆除桩腿和定位管之间的螺栓，使得桩

腿在自重作用下下沉；

[0008] 步骤3、安装于船体上的吊机吊起振动锤对桩腿进行振动击打，使得桩腿底部钉入

淤泥中；

[0009] 步骤4、将螺栓旋入固定孔一和固定孔二，从而将桩腿固定于定位管内；

[0010] 步骤5、通过压载方式将船体下沉，使得船体与安装平台相脱离，船体驶出停靠在

安装平台旁。

[0011] 本发明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在步骤1中，安装平台搁置在船

体上的支撑件上，且船体和安装平台之间横向放置有多根桩腿。

[0012] 本发明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所述工艺还包含有步骤6、根据

实际对稳定性的需求，将横向放置于船体上的桩腿吊起打入安装平台除四个角上的定位管

外的定位管内以增加稳定性。

[0013] 本发明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所述工艺还包含有步骤7、安装

平台安装完毕后，施工船进行打孔作业时，插入钢护筒内的钻杆有内管和外管构成，高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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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通入内管和外管之间的夹层内，内管为空心管，内管底部为敞开结构，泥浆在高压气体的

作用下经由内管底部进入内管后由内管顶部通过软管打入船体的过滤池内，船体上还设置

有沉淀池和多个泥浆池，经过滤池内的筛网过滤后的泥浆经由泵一抽入沉淀池中，沉淀池

与泥浆池之间通过泵二相连通；泥浆池经泵三将泥浆打入钻杆和钢护筒之间的间隙内。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本发明安装平台仅为建议的钢结构件，利用普通拖船对其进行装载运输，到达指

定目的地后对其进行固定，相比于常规的自行式的安装平台，本发明结构简单、建造成本低

廉，有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的施工状态局部示意图

(船体即将驶离安装平台时)

[0017] 图2为本发明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中安装平台的俯视图。

[0018] 图3为本发明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中安装平台的侧视图。

[0019] 图4为本发明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中桩腿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10为本发明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的安装流程示意图。

[0021] 其中：

[0022] 定位管1.1、连接管1.2、固定孔一1.3；

[0023] 桩腿2.1、固定孔二2.2；

[0024] 船体3、支撑件4。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参见图1～10，本发明涉及的一种浮托式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的安装工艺，所述工艺

包含有以下步骤：

[0026] 步骤1、将安装平台放置于船体3上，安装平台包含有多根竖向设置的定位管1.1，

定位管1.1之间横向连接有连接管1.2，所述定位管1.1上设置有固定孔一1.3；且位于安装

平台四个角上的定位管1.1内插置有桩腿2.1，桩腿2.1上设置有固定孔二2.2，旋置于固定

孔一1.3和固定孔二2.2内的螺栓将桩腿2.1固定于定位管1.1内；进一步的，在步骤1中，安

装平台搁置在船体3上的支撑件4上，且船体3和安装平台之间横向放置有多根桩腿2.1；

[0027] 步骤2、船体3带着安装平台航行至目的地，拆除桩腿2.1和定位管1.1之间的螺栓，

使得桩腿2.1在自重作用下下沉；

[0028] 步骤3、安装于船体3上的吊机吊起振动锤对桩腿2.1进行振动击打，使得桩腿2.1

底部钉入淤泥中；

[0029] 步骤4、将螺栓旋入固定孔一1.3和固定孔二2.2，从而将桩腿2.1固定于定位管1.1

内；

[0030] 步骤5、通过压载方式将船体3下沉，使得船体3与安装平台相脱离，船体3驶出停靠

在安装平台旁；

[0031] 步骤6、根据实际对稳定性的需求，将横向放置于船体上的桩腿吊起打入安装平台

除四个角上的定位管外的定位管内以增加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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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步骤7、安装平台安装完毕后，施工船进行打孔作业时，插入钢护筒内的钻杆有内

管和外管构成，高压气体通入内管和外管之间的夹层内，内管为空心管，内管底部为敞开结

构，泥浆在高压气体的作用下经由内管底部进入内管后由内管顶部通过软管打入船体3的

过滤池内，船体3上还设置有沉淀池和多个泥浆池，经过滤池内的筛网过滤后的泥浆经由泵

一抽入沉淀池中，沉淀池与泥浆池之间通过泵二相连通；泥浆池经泵三将泥浆打入钻杆和

钢护筒之间的间隙内，从而利用泥浆对钻头的掘进作业进行润滑和冷却降温；

[0033] 与常规的泥浆导入相比，常规的泥浆回收处理是在施工船上进行，这样一样对于

专业的施工船来说还需额外增加其排水量以便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泥浆，无疑又增加了制造

成本；而对于本专利而言，船体3为常规的拖船结构，造价便宜，且其主要目的为拖行安装平

台，同时额外承担泥浆回收利用，一船多用，进一步降低了其建造成本；

[0034]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仅为本专利的一个优化方案，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根据上述构思所做的任何改动或改进，均在本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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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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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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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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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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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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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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