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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上风电项目施工的主要内容 

海上风电场建设工作范围示意图 

1、基础制作 

3、塔筒制作 

5、升压站制造施工 

6、集电线路海缆敷
设 

4、风机吊装 

2、基础施工 

7、陆上集控中
心建设 

6、送出线路海缆敷
设 



一、海上风电项目施工的主要内容 

（一） 海上风电机组建造、施工、安装 

桩基加工制造 

塔筒加工制造 

运输 

基础施工 

塔筒及机组安装 



一、海上风电项目施工的主要内容 

（二） 集电线路和送出海缆敷设施工 

制造 装船 敷设 



一、海上风电项目施工的主要内容 

（三） 海上升压站、换流站建造及施工 

制造 运输 安装 



一、海上风电项目施工的主要内容 

（四） 陆上升压站、换流站、集控中心安装施工 

陆上升压站、集控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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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风险分析 

• 材料涨价 

• 索赔和结算 

• 现金流 

• 成本控制 

• 垂直度控制 

• 焊接质量 

• 起重作业 

• 电气设备安装 • 施工装备 

• 技术路线 

• 施工方案 

• 承建模式 

• 四新应用 • 防腐破坏 

• 组织能力 

• 制度风险 

• 信息风险 

组织性风险 经济风险 安全风险 

项目建设风险分析 

技术风险 质量风险 工期风险 

• 地质水文 

• 设备状态 

• 恶劣天气 

• 火灾风险 

• 天气影响 

• 资源不足 

• 地质条件 

• 社会环境 

• 资本密集型 



2015年，为进一步优化业务板块结构，促进海上风电与噪声治理

业务的发展，以更好地贯彻落实公司“十二五”战略规划，全力抢抓国

家当前大力发展海上风电与环保产业的市场机遇。 

二、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风险分析 

（一）技术风险 

      业主单位：主机选型、基础形式 

      承包单位：施工技术路线、工艺方法、船机设备。 

（二）经济风险 

      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于业主单位和承建单位的资金筹措、资金周转

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承建单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面临着材料涨价，结算阶段索赔不到位的

风险。 

（三）工期风险 

        投资方希望风场尽快投入运营以回笼资金，承建单位希望尽快完成项目建设以压缩成

本。供货不及时，施工方案不适用，船机资源不落实造成工期无法实现。过渡压缩工期带

来安全和质量的风险。 



2015年，为进一步优化业务板块结构，促进海上风电与噪声治理

业务的发展，以更好地贯彻落实公司“十二五”战略规划，全力抢抓国

家当前大力发展海上风电与环保产业的市场机遇。 

二、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风险分析 

（四）安全风险 

 天气影响：海上风电场多处于无遮挡水域，受外海风、浪、涌影响严重，可作业天数少，

安全风险大。 

   作业风险：施工场区用海面积大，有几十艘各型船舶分散在场区各处，高峰期５００余名

施工作业人员从事着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作业，人员与船舶安全管理难度巨大。场

区内船舶航行、作业、停靠、抛锚对已安装的风机、升压站、已敷设海缆构成威胁。 

（五）质量风险 

    海上升压站建造、施工；海缆敷设；海缆弯曲限制器，大直径单桩，防腐、套笼安装等

工作都存在着大量的技术难点。 



2015年，为进一步优化业务板块结构，促进海上风电与噪声治理

业务的发展，以更好地贯彻落实公司“十二五”战略规划，全力抢抓国

家当前大力发展海上风电与环保产业的市场机遇。 

二、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风险分析 

（六）组织性风险 

   上述五个方面的风险带来的是组织性的风险。 

   首先是业主单位的组织风险：选择主机、决策基础形式，选择发包方式，选择承建单位等

重要的组织性工作都是没有改正机会的重大命题，也是项目成败的关键。 

   然后是承建单位筹措资金、整合资源，优化方案、协调进度等各个阶段风险，任何一个阶

段出现问题都会造成项目建设的失控。 



 与多家具有优良设计、
施工业绩和装备的企
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
议。 

 两年来，签订战略合
作、业务合作协议书
21项。 

 预计在2018年下半年，
公司将形成六套打桩
和六套风机吊装船机
的施工能力。 

序号 广东海域海上风电施工特点、难点及可能的风险 

1 地处热带气旋频发地带，夏季受台风影响，冬季受季风影响，施工作业窗口期比江苏区域
少。 

2 风场海域水深较深，且周边无岛礁遮挡，受外海海域海况影响较大；国内现有大部分浮吊
及自升式平台不具备该海域作业要求。 

3 广东及周边区域大型钢管桩及导管架制作厂家较少，现广东及福建地区风场钢桩及导管架
大部分采用江苏、山东地区制造厂，运输距离较长，增加了施工成本和运输风险。 

4 广东区域海上风电项目一般水深较深，采用单桩基础，桩重和桩长都较大，为制造和施工
带来难度；采用导管架基础，沉桩精度要求高，且需要水下灌浆，施工工艺复杂，安装难

度大。 

5 部分工程需要进行嵌岩施工，嵌岩施工工期较长，海上作业时间长，安全风险增加；嵌岩
作业存在无法达到设计计标高风险。 

6 周边海域良好的避风港池及锚地，抗台期间船舶长途转场、避风；施工成本较高。 

7 广东区域的海上风电项目采用的风机较江苏区域单机容量大，叶轮直径更大，安装高度更
高，为风机安装带来一定难度，可选择自升式平台少。 

8 该区域海上风电经验相对较少，水文地质环境条件与江苏成熟区域差异较大，后期运维在
运维设备选择、运维及时性等方面存在一定风险 

二、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风险分析 



    １、技术风险 

   业主单位：主机选型、基础形式 

    承包单位：施工技术路线、工艺方法、船机设备是否适用。（2）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对承包单位影响巨

大，基础防冲刷问题仍未有效解决。 

    2、经济风险 

    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对于业主单位和承建单位的资金筹措、资金周转提出了极高的

要求。承建单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面临着材料涨价，结算阶段索赔不到位的风险。 

   3、工期风险 

    投资方希望风场尽快投入运营以回笼资金，承建单位希望尽快完成项目建设以压缩成本。供货不及时，

施工方案不适用，船机资源不落实造成工期无法实现。过渡压缩工期带来安全和质量的风险。 

（四）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风险分析 

 

四、海上风电项目施工安装的流程及重点 



 （4）安全风险 

   天气影响：海上风电场多处于无遮挡水域，受外海风、浪、涌影响严重，可作业天数少，安全风险大。 

          作业风险：施工场区用海面积多在100平方公里以上，高峰期有50余艘各型船舶分散在场区各处，500

余名施工作业人员从事着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作业，人员与船舶安全管理难度巨大。场区内船舶航行、

作业、停靠、抛锚对已安装的风机、升压站、已敷设海缆构成交叉作业的风险。 

    （5）质量风险 

    海上升压站建造、施工；海缆敷设；海缆弯曲限制器，大直径单桩，防腐、套笼安装等工作都存在着大量

的技术难点。 

  （6）组织性风险 

   上述五个方面的风险带来的是组织性的风险。 

   首先是业主单位的组织风险：选择主机、决策基础形式，选择发包方式，选择承建单位等重要的组织性

工作都是没有改正机会的重大命题，也是项目成败的关键。然后是承建单位筹措资金、整合资源，优化方案、

协调进度等各个阶段风险，任何一个阶段出现问题都会造成项目建设的失控。 

（四）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风险分析 

 

四、海上风电项目施工安装的流程及重点 



    海上风电项目资本密集、工期紧凑、技术难点多的特点决定了参建单位必须从上到下

形成共识，落实资金和人员准备。没有一定的资金储备基础，难以保证项目的正常周转。 

1、凝聚共识、保证资金和人员需求 

2、以海上作业为中心，整合加工制造资源、保证设备质量和供货进度 

    海上施工窗口期短，船机费用高昂，保证海上作业船机对设备的需求是关键问题。华

电重工组织生产时，除自有制造基地外，整合了国内具备大直径单桩生产能力的制造厂以

及实力雄厚的塔筒厂参与到项目建设中，以保证每月供应单桩15套以上，塔筒20套以上。

项目管理者协调各工厂有序发货，保证现场作业船舶窗口期内连续施工作业。 

3、优化施工组织方案，尽量安排安装工作在陆地实施 

海上作业严重受制于天气条件，

陆地上能完成的安装工序均在陆地完

成。基于这一原则，风机塔筒内部的

电气设备和附件安装，机舱和轮毂的

组装工作都安排在陆地完成。 

（五）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风险应对措施 

四、海上风电项目施工安装的流程及重点 



   在保证供货的前提下，海上风电施工进度决定于大型装备水平和数量。大能量液压打桩锤，自升式风机吊装平台以及装载量6000
吨的海缆船都是海上风电施工的限制性资源，非常紧缺。 华电重工通过自持、签约、战略合作，等多种方式整合了多个海上风电施
工安装的优质资源，服务于滨海北H1、滨海北H2和大丰H3以及即将开始的广东海域海上风电建设。 

4、整合施工资源保证项目施工进度 

    以双体船或类似双体船配抱桩系统稳桩，2艘起重船抬吊

竖桩，起重船吊液压锤吊打的施工工艺是华电重工和合作伙

伴的发明创造。现在已实现1艘起重船完成竖桩工作，是目前

国内最先进的单桩施工方法。滨海北H1项目25根单桩垂直度

最大偏差2.9‰，平均垂直度偏差1.88‰，北H2项目100根单

桩重直度最大偏差2.55‰，平均垂直度偏差0.88‰。 

    风机安装采用主流的自升式安装平台分体安装的方案。

华电重工开发了平台插桩计算软件，可快速获得自升式平台

就位插桩计算的结果，提高自升式平台就位工作的安全性。

（吊装方案的优化） 

5、选择适用的施工方案，保证作业效率与质量 

四、海上风电项目施工安装的流程及重点 

（五）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风险应对措施 



6、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提高项目协调效率 

项目现场建立指挥中心实时监控船舶动态，

随时也各船保持通讯联系，动态协调各作业

面所需要素资源。 

7、精确计算各工序作业时间，根据天气窗口安排作业 

根据不同船舶的作业条件和不同工序的作

业周期，优化施工与运输船舶的调配，充

分利用可作业天气窗口期，最大程度提高

作业效率 

四、海上风电项目施工安装的流程及重点 

（五）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风险应对措施 



船 

事故类型 

船舶倾覆事故 

船舶搁浅事故 

船舶碰撞事故 

设备损坏事故 

海缆破坏事故 

人员伤亡事故 

人的因素 

 

船的状态 

 

 

恶劣天气 

 

 

 

水文地质条件 

 

 

8、以船机管理为中心，控制安全危险因素 

四、海上风电项目施工安装的流程及重点 

区域管理、船舶证书、
安全检查、船舶适用性 
人员上下、船舶保养 

安全教育、人员持证 
人员体检、合理休息 

船型选择 
水文地质数据获取 

气象信息的获取与发布 
船舶避险的组织与通知 

（五）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风险应对措施 



9、实现上述管理措施的基础是总承包承建模式 

   整合资源、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以解决经济、工期、质量、安全的风险都以总承

包模式为基础，我们已经实现一年内开工投运400MW风场，帮助业主控制千瓦造价

15000元以内。 

四、海上风电项目施工安装的流程及重点 

（五）海上风电项目建设风险应对措施 



华电重工以“六合一”施工总承包模

式承接了国家电投滨海北H2#400MW和大丰

南H3#300MW项目（滨海北H1项目为“四合

一”）。“六合一”的提法是对海上风电

项目除风机主机、升压站高压电气设备、

及海缆供货以外的全部工作打捆发包模式

的精练概括。 

（六） “六合一”施工总承包模式介绍 

四、海上风电项目施工安装的流程及重点 

1、风机基础单桩及附属构件制作运输； 

2、风机基础施工； 

3、风机塔架制作、内附件安装、运输； 

4、风机机组安装； 

5、海上升压站建造、安装、调试； 

6、海缆施工。 

内容 “六合一”施工总承包模式的内涵 



2、工作范围示意图 

1、基础制作 

3、塔筒制作 5、升压站制造施工 

6、海缆敷设 

4、风机吊装 

2、基础施工 

四、海上风电项目施工安装的流程及重点 

（六） “六合一”施工总承包模式介绍 



   1）减少索赔事件的发生，降低业主经济风险 

     “六合一"模式工作界面清楚，涵盖范围广泛，产生索赔和扯皮事件的概率很小，因此而产生

的经济风险显著降低。滨海北H1项目实现了零索赔，与业主的结算工作在竣工后1个月内完成，没有

任何遗留项目。 

   2）减少业主方协调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采用“六合一”模式建设海上风电，大大减少了业主方协调设计院、设备厂商和施工单位之

间关系的工作量。可以集中精力协调外部关系、开拓风场资源。 

   3）提高承包方承受经济风险的能力 

          采用“六合一”模式，承包方可以在项目内部平衡，扩大回旋余地，提高承包方承担风险的

能力，从而减少业主单位的风险。 

3、“六合一”施工总承包模式的优点 

    海上风电项目的“六合一”总包模式是国家电投集团有识之士的创新应用，在项目实践中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主要有如下优点：   

四、海上风电项目施工安装的流程及重点 

（六） “六合一”施工总承包模式介绍 



      4）有利于承包方降低项目执行成本 

    采用“六合一”模式，承包方可以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参加到项目建设中，并在项目内部合理安排作

业工序，协调工厂、现场的步调，统一调度协调船机设备，提高利用效率，减少窝工、滞船，从而降低项

目建设成本。 

     5）有利于承包方配置管理资源 

     采用“六合一”总包模式，总承包单位能够集中管理人员、管理资源投入到项目管理过程中，对于整体

项目的控制，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推动作用。 

     6）有利于新技术的推广运用 

   海上风电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引进、消化、吸收需要以项目为平台落地、实践、验证和推广。

采用“六合一”的模式，总承包单位可以为设计单位、业主单位引进的新产品、新技术提供支持和配合，

也能为自身实验新工艺，提高作业效率提供保证和支撑。 

3、“六合一”施工总承包模式的优点 

四、海上风电项目施工安装的流程及重点 

（六） “六合一”施工总承包模式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