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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风机基础作为海上风机整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承受着上部风机所受到的风浪流荷载袁
并且对风机的安全性及可靠性至关重要遥 吸力式桶形基础由于其安装简单和可重复利用等优点袁
在海洋平台基础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袁并逐步应用于海上风机基础中遥 但由于海上风机与海洋平台
在海洋环境中的荷载工况有一定的差别袁仍需要通过对其承载特性研究现状进行全面认识袁以实
现吸力式桶形基础在海上风机基础中的可靠应用遥 文中通过总结和评价现有研究对桶形基础在
不同土体条件以及荷载条件下进行试验及数值模拟分析得到的研究结果袁综述了静荷载和循环荷
载作用下砂土和黏土中的吸力式桶形基础的承载特性研究现状袁以及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的
相关研究遥 文章展望了目前应用于海上风机基础的桶形基础仍缺乏的研究袁为海上风机吸力式桶
形基础的可靠应用及后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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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能源需求不断增加以及全球气候变
暖，能源短缺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寻求可持续替
代能源、开展能源转型已成为各国政府应对能源问
题的主要措施。作为一种储量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
源，风能在全世界受到了广泛关注并得到迅速发
展。目前，瑞典、
丹麦、
德国、
荷兰、
比利时、英国和爱
尔兰等国已经建立了许多研发性海上发电项目 [1]。
海上风电行业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展，并且自
2000 年以来迅速发展。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全球
风力发电装机容量已达到 486 790 MW。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全球累计风电装机容量为 539.1 GW[2]。
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的 《2016 年全球风电发展报
告》，
2016 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装机 2 219 MW，虽
然装机容量与 2015 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31%，但未
来前景看好。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风电市场，
在全球装机容量 占 比 中 英 国 约 占 36% ， 德 国 占
29%，中国占 11%。根据欧洲风能协会（EWEA）对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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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海上风机装机容量的统计可知，目前欧洲海上风
电总装机容量为 15 780 MW，图 1 为 1994-2017 年
欧洲海上风机累计装机容量统计图[3]。近年来，
我国
也加快了海上风电建设的步伐，装机规模连续 5 a
快速增长，截至 2017 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
容量已达 279 万 kW。离岸 15~30 km 的海域可以获
得更高质量的风力资源，这一区域风力资源的开发
需要采用更大型的海上风机来提高成本效益。随着

图 1 欧洲风电装机容量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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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电行业的逐步发展与海上风机技术的不断
进步，目前已开发了大型兆瓦级风机，其叶片直径
可达 120 m，功率可达 6 MW。这些大型的海上风机
同时也对为其提供支撑的基础的承载能力与稳定
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海上风机基础在实际海洋环境中会受到复杂
的海洋环境载荷的作用，这些荷载主要来自风、波
浪和潮流。此外，在极端海况下，由于波浪砰击的作
用，海水在风机基础表面上会有爬高，从而对风机
的上层结构和设备造成威胁[4]。因此，与陆上风机基
础相比，海上风机基础面临的环境更为严峻。此外，
安装海上风机比陆上风机更加困难，并且安装与维
护成本也更高，据统计海上风机基础设施的成本占
安全经济的基础设计也
风机总投资的 34%[5]。因此，
是海上风机能够正常长久运行的可靠保障，而基础
设计已成为海上风电场设计的关键技术之一[6-7]。吸
力式桶形基础由于其安装简单和可重复利用等优
点，在海洋平台基础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逐步应
用于海上风机基础中。但由于海上风机与海洋平台
在海洋环境中的荷载工况有一定的差别，仍需要通
过对其承载特性研究现状进行全面认识，以实现吸
力式桶形基础在海上风机基础中的可靠应用。本文
通过总结和评价国内外关于吸力式桶形基础的现
有研究，综述了吸力式桶形基础在不同土体条件以
及荷载条件下的承载特性研究现状，讨论目前应用
于海上风机基础的吸力式桶形基础的技术难点和
仍缺乏的研究，为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的可靠
应用及后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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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机支撑结构及基础分类

1.1 海上风机支撑结构及基础分类

海上风机的基础结构主要有 6 种基本类型，其
中包括重力式基础、单桩基础、三脚架基础、导管架
基础、吸力式桶形基础以及组成浮式海上风机锚泊
系统的各类锚固式基础。Malhotra[8]给出了不同类型
的基础随水深的应用图示，见图 2。其中，重力式基
础（图 2(a)）适用于水深小于 20 m 的环境；单桩基础
（图 2(b),(c)）的应用深度为 5~25 m；三脚架基础（图
2(d)）可以安装在 15~40 m 的水深中；导管架基础
（图 2(e)）的安装水深为 20~50 m；浮式风机锚泊系
统（图 2(f)，(g)）可以满足海上风机在大于 50 m 的水
深中正常工作的要求，该类基础虽然能够在深海水

域为风机提供支撑，但是目前技术尚未成熟，仍在
试验研究阶段[9]。

（a）重力式基础
（b）单桩基础
（c）拉线式单桩基础
（d）三脚架基础
（e）导管架 / 桁架式基础
（f）张力腿基础
（g）单柱式平台

图 2 海上风机基础随水深变化的典型应用

重力式基础通过风机自身的重力抵抗倾覆荷
载。这类基础通常在下层海床中难以安装单桩基础
时使用。当环境荷载相对较小且静载较大，或者当
能够以合理的成本提供额外的压载时，重力式基础
安装
的经济效益较高[8]。而且重力式基础结构简单，
方便。在安装重力式基础时离岸工作较少，无需打
桩，对环境的影响较小。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重力
式基础在安装前需要对海床表层进行地基处理，并
且其在使用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冲刷对基础结构稳
定性的影响[9]。
单桩基础是一种外形简单的风机基础。单桩基
础通常为大直径钢管桩，由大型冲击锤或振动锤打
入海床，
或者通过灌浆安装。沉桩后，在桩顶固定过
渡段，然后将风机塔筒安装其上[10]。当单桩基础安装
在较深的海上区域时，会出现挠度过大的问题，给
基础的稳定性带来隐患，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使用拉
索（图 2(c)）解决[8]。单桩基础结构简单、易于运输和
安装。所以，目前单桩基础仍是海上风机中最常用
的一种基础。其不足之处在于基础对海床的要求较
高，并且安装时需要进行打桩[9]。作用在单桩基础上
的竖向载荷通过表面摩擦和端阻力传递到土体中，
作用在基础上的横向载荷会使基础产生弯曲变形
后传递到土体中。因此单桩基础需要足够的刚度以
抵抗水平向荷载，从而保证足够的稳定性以维持上
部风机正常工作。这对单桩的直径提出了更大的要
求。目前海上风机的单桩基础通常长 30~40 m，
直径
[11]
3.5~6 m 。然而，过大的直径除了会在制造过程中
带来困难外，也会使现有单桩基础设计采用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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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局限性，使单桩基础在水深较深海域的应用受
到限制[12]，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大直径单桩的力学特
性并发展其设计方法。
三脚架基础的下部由细长三脚架构成，该三脚
架构件可采用垂直或倾斜管，通过连接部分连接至
中心桩，进而通过中心桩固定在海床上，为风机结
构提供基本支撑。三脚架基础的支撑框架和中心桩
一般在陆上建造并通过驳船运输到安装现场[8]。该
基础与单桩基础类似，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荷载传
递到海床的方式不同。三脚架基础所受到载荷可通
过钢桩从主接头向下以轴向荷载的方式传递到海
底，使得在满足同等承载条件下，三脚架基础比单
桩基础更轻，
在土中的安装深度更浅。此外，三脚架
基础底座结构较大，具有更大的抗倾覆能力；其底
座刚度更大，从而提高了基础的整体刚度；安装时
无需任何海底准备。由于基座由相对细长的梁组
成，因此允许水流相对无阻碍地穿过结构，从而减
小水流对结构的影响。但是三脚架的基础结构复杂
且制作成本较高，不同构件之间的接头处容易发生
疲劳，这对结构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脚架
基础的安装也比单桩基础更加复杂。此外，由于其
结构体积较大，
海上运输过程也极具挑战性[12]。
导管架基础属于“网格的三角架式基础”，组成
基础的桩之间用撑杆相互连接，桩腿在海底处安装
有轴套，桩通过轴套插到海底一定深度，导管架基
础受到的荷载由打入地基的桩承担，从而使整个结
构获得足够的稳定性。导管架基础强度高、底座大，
可以提供更大的承载力及抗倾覆能力。与三脚架基
础类似，导管架结构的空间框架结构允许水流穿
过，减小了水流对结构的作用。但是导管架基础制
造成本较高，制作时需要大量的钢材；基础安装时
受天气的影响较严重；基础结构复杂，每个接头需
经过特殊制造，需要大量工时完成焊接，而且连接
点会存在应力集中以及腐蚀现象；此外，导管架结
构由于体积较大，其运输也成为一个难题[9, 12-13]。
在选择海上风机基础时，基础的成本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在传统的海上风机基础中，重
力式基础和单桩基础适用于水深较小的海域，当海
上风场向水深较深的区域扩展时，这两种基础的制
造成本会大大增加。而三脚架和导管架基础由于结
构复杂、钢材用量大，除了成本较高以外，还存在焊
接节点多、结构疲劳等严重问题。未来，
随着海上风
电场向深海领域的发展，传统的固定式基础将面临

93

经济和安全的双重严峻挑战。
吸力式桶形基础是近年来从深海基础中逐渐
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海上风机基础，该基础是一
种大型圆柱状钢制或混凝土薄壁结构，顶部封闭并
设有排水抽气口，底部开口。与其他传统海洋基础
相比，吸力式桶形基础具有安装方便、无噪音污染、
抗倾覆承载力强、节省钢材并可重复利用等优点。
预计该类基础将成为未来海上风机的基础形式之
一。研究表明，吸力式桶形基础在施工期间易于运
输和安装，可节省总成本的 30豫[7]。吸力式桶形基础
海上风机示意图[14]如图 3 所示。
M
V

图 3 吸力式桶形基础海上风机示意图

1.2 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应用现状
吸力式桶形基础是由带顶盖的圆柱形钢板组
成的，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长径比（L/D，其中 L
是桶长，D 是桶体直径）一般在 0.5~1 之间，通常小
于吸力锚的长径比（最大为 6）。目前有两种类型的
桶形基础海上风机（见图 4[15]），一种是单桶基础（见
图 4(a)）海上风机，另一种为多桶基础（见图 4(b)）海
上风机。单桶基础的直径通常为 20~25 m，而多桶基
础的直径为 6~8 m。多桶基础主要通过承载一定的

L

L
D

（a）单桶基础

D
S

（b）多桶基础

图 4 单桶基础式海上风机与多桶基础式海上风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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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力或者压力来保持稳定，涉及到力的传递；而单
桶基础则直接受到自身或来自环境的水平和竖向
荷载，
对其研究分析更具有代表性[15]，因此本文主要
分析涉及单桶基础的现有研究。
吸力式桶形基础平均安装时间约为 6 h，整个
安装过程分为两步。首先，吸力式桶形基础靠自重
和上部结构的重量插入海底一定深度，并且形成有
效密封，之后再通过桶顶部预留的排水口抽出桶中
的空气和水以形成负压，从而利用桶内外的压力差
把基础驱入海底地层中的设计深度[16]。
吸力式桶形基础安装简单，无需进行打桩，也
无需进行海床处理，因此安装较快，并且安装噪音
较低，可以较好地降低施工和安装成本。吸力式桶
形基础在使用结束时可以通过安装逆过程拔出，再
运输到其他场地进行再次使用，从而可以实现基础
的重复利用，
节省资源。此外，吸力式桶形基础中所
用到的钢材少于传统单桩基础，并且桶形基础的结
构简单，可以实现大规模生产[17-18]。
2002 年，丹麦 Fredefikshaven 的风电场建设首
次使用直径 12 m、
高 6 m 的吸力式桶形基础。此外，
丹麦于 2009 年在 Horns Rev 2 风电场中成功安装了
吸力式桶形海上测风塔，
桶形基础的直径为 12 m、长
[18]
6 m 。2013 年 2 月，
两台吸力式沉箱基础的海上测
风塔安装在英国 Dogger Bank 水深为 25 m 的海床
上。2014 年 8 月，
DONG Energy 成功地在 Borkum
Riffgrund 1 离岸风场水深 25 m 处安装了三脚架吸
力式沉箱基础海上风机[19]。2018 年 4 月，德国第一
个海上风电场 Borkum Riffgrund 2 中的 8 MW 吸力
式桶形基础的海上风机全部安装完毕，计划于 2019
年投入运行。2018 年 10 月，瑞典 Vattenfall 能源公
司宣布将在苏格兰海岸阿伯丁湾（Aberdeen Bay）正
式开通运营装机容量为 93.2 MW 的阿伯丁湾海上
风电场。该项目包括两台 MHI Vestas V164 8.8 MW
海上风机和其他 9 台 8.4 MW 海上风机，这些海上
风机由多桶式基础支撑。2010 年 6 月，中国道达海
上风电研究院采用复合桶形基础海上测风塔成功
地进行了海上的安装作业。2016 年 12 月，一步式风
机安装船“道达号”装载世界首台海上风机复合桶
形基础及塔筒完成了各项实测检测，于 2017 年 1
月在三峡新能源响水海上风电场顺利安装到位。
在来自波浪、水流和冰等的水动力荷载的作用
下，风机支撑结构的响应与风机的稳定运行和基础
的承载密切相关，因此风机结构的响应是海上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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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开发的一大关键力学问题[13]。与传统的吸力
式海洋平台相比，吸力式桶形基础海上风机受到的
水平荷载较大，这些水平荷载主要是由风、波浪和
冰引起的，基础受到的竖向荷载较小，其主要来源
于结构的自重[20]。在极端条件下，吸力式桶形基础受
到的水平载荷会达到所受竖向载荷的约 60豫[15]。因
此，低竖向荷载与高水平和弯矩荷载是吸力式桶形
基础海上风机设计中的重要考虑因素[21]。当基础受
到外界荷载时，会发生沉降和转动，从而影响上部
风机结构的正常工作，因此对其承载力进行研究对
研究人员通过
确定基础的稳定性至关重要[22]。目前，
试验和数值模拟，
对砂土和黏土中桶形基础在单调荷
载和循环荷载作用下的承载力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当基础所受到的最大荷载超过地基的极限承
载力时会引起地基破坏，因此研究吸力式桶形基础
的承载力和失效机理对优化桶形基础的设计标准
和计算方法至关重要，其研究成果可以应用到工程
实践中 [13-14]。研究人员进行了实验室试验、现场试
验、离心试验及数值模拟，以研究吸力式桶形基础
在水平或竖向静荷载以及循环荷载下的承载力及
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不同条件下桶
形基础的承载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基础的
长径比、荷载幅值、加载频率、土体性质、基础的安
装方式等[23-42]。

2

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研究现状

目前针对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的研究多
为关于基础的承载力分析，主要涉及土体与结构物
相互作用问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理论分
析、数值模拟以及试验。目前在对桶形基础承载力
研究的理论分析法中，用到最多的是极限平衡法和
极限分析法。极限平衡法作为一种用来近似求解土
力学稳定问题的传统方法，具有模型简单、公式便
捷、易于理解等优点，因此极限平衡法在实践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极限平衡法无法得到所假
设的破坏面两侧的任意位置的应力分布。而且根据
极限分析的理论可知，通过极限平衡方法所得到的
承载力既不是上限解也不是下限解，无法给出真实
解的范围，因此学者们发展了具有严密理论基础的
极限分析方法来对桶形基础的极限承载力进行分
析。对吸力式桶形基础进行的试验主要包括离心试
验、现场试验和实验室试验。现场试验测量数据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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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但是需要投入相当大的费用和时间[23-24, 43]。
实验室试验较为经济，并且容易更改试验参数，如
土体的性质和基础的尺寸等，但是通过实验室试验
测得的数据需要经过处理还原之后才能应用到实
际工程当中[25-31]。在小规模试验中，离心机试验可以
实现模型基础与原型基础相应点上的有效自重应
力相同，使原型的特性可以在小尺寸模型中再现。
并且重复试验可以降低试验成本，这也是国内外大
量开展离心机试验研究的原因[44-45]。但是由于试验
所能研究的问题范围较为有限且成本较高，许多学
者通过 ABAQUS、Z_SOIL[19]、PLAXIS [46]、FLAC [47] 等软
件使用有限元方法对相关参数进行更广泛而全面
的研究。本文将对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的静承
载力、循环荷载响应等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对已有
的关于试验及数值模拟研究进行介绍与分析。
2.1 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静荷载承载力研究
对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的静荷载承载力研
究主要包括基础的竖向静承载力和水平静承载力。
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结构受到的竖向荷
载主要来源于结构的自重，与其他桶形基础式海洋
平台相比，吸力式桶形基础式海上风机自重较小，
因此基础受到的竖向荷载相对于其他桶形基础式
海洋平台而言也较小。竖向荷载下桶形基础的研究
背景可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在设计多桶联合基
础时，将上部结构受到的水平荷载和弯矩有效地传
递到基础中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通过改变下部
多桶基础与上部结构连接构件的刚度，来自上部结
构的荷载会被均匀地传递到多桶基础上，部分桶形
基础承受压力，部分桶形基础承受张力，从而与上
部结构受到的自重与水平方向荷载平衡[26]；第二，桶
形基础在安装和拔出的过程中会受到较大的竖向
荷载，同时上部风机结构受到的水平荷载会导致基
础受到大的力矩的影响，此时需要通过基础上部土
压力和基础的竖向承载能力来确保整个吸力式桶
形基础海上风机的稳定性[28]。因此，研究桶形基础的
竖向承载力对基础的正常工作和稳定性具有重要
意义。此外，在竖向循环荷载作用下的桶形基础的
研究中，通过试验先得到基础在竖向静荷载作用下
的承载力，取竖向静荷载的 80%作为竖向循环荷载
加载值[26]。目前已有的关于桶形基础的竖向静承载
力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试验或者
数值模拟得到桶形基础的荷载-位移曲线、荷载-孔
隙水压力曲线以及土体的破坏模式，并对得到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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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分析讨论。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桶形基础的
静承载力主要受到基础的长径比、基础的安装方式
和土体的性质的影响[28, 36-39]。
2.1.1 竖向静承载研究 研究人员对桶形基础的竖
孙
向承载力进行了相关的试验研究[26, 40, 48-49]。Liu 等[40]、
[48]
大鹏等 对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进行了试验研
究，探索了桶形基础与软土地基的相互作用机理，
并且研究了桶形基础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软土地
基承载力情况，从而确定桶形基础地基的破坏模
式。通过对土体的变形分析可知，当桶形基础受到
竖向荷载作用时，由基础桶裙内部的土体与基础一
起承受载荷作用，裙底部附近的土体发生塑性变
形。当桶形基础所受的竖向荷载大于地基的极限承
载力时，桶形基础下的地基土发生整体剪切破坏。
Vaitkun 等 [26]通过试验求得砂土中海上风机吸力式
桶形基础的竖向静承载力，得到的结果作为循环试
验中施加的循环荷载的幅值选区的参考依据。为了
深入探讨吸力式桶形基础结构与地基的复杂相互
作用和基础的承载力及其影响因素，有限元等数值
分析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Park 等[42]基于遵循非关
联流动准则的摩尔-库伦模型研究了砂土中桶形基
础的竖向荷载传递机理，通过轴对称有限元分析法
计算了砂土中桶形基础的桶壁摩擦力和基础承载
力，并且提出了二者的计算公式。Hung 和 Kim [38]根
据三维有限元数值模拟结果提出了黏土中桶形基
础的竖向承载力的计算公式：
V 0 =NcV A s u0
（1）
-蓸 s
蔀
L
NcV =5.2
+5.1+2.7e
（2）
D
式中：NcV 为基础的竖向承载力系数；V 0 为基础
的竖向承载力；
A 为桶形基础的横截面积；s u0 为桶
顶部以下 D/4 处土体的不排水抗剪强度；s um 为地表
不排水抗剪强度；k 为土体不排水抗剪强度随深度
增加的比率。
徐赟[49]根据三维有限元数值模拟结果给出了桶
形基础的竖向承载力计算公式：
V 0 =6.56dcV A s u0
（3）
kD 伊0.35
um

2

L
L
-1.8
（4）
D
D
式中：dcV 为竖向埋深修正系数。
武科[50]提出，单桶基础的竖向承载力计算公式
可以表示为：
dcV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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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V 0 = 4 +缀s 缀d NcV A s u0
（5）
D
式中：
NcV =2+仔，为不排水土体的承载力系数；
缀d=1+0.4arctan ( L )；
A 为基础承载力的埋深修正系
D
数；缀s=1.2，
为圆形基础承载力的形状修正系数。
Hung 和 Kim[38]，
Vulpe[51]等研究了黏土的非均匀
性对桶形基础竖向承载力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试验
和有限元方法研究不排水条件下土体强度对桶形
基础的竖向承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黏土的非均
匀性会影响桶形基础的竖向承载力，桶形基础的竖
向承载力随着黏土的非均质性的增加而下降。Hung
和 Kim [38] 给出了桶形基础的竖向承载力系数 NcV

（V 0/A s uo） 随土体不均匀系数 kD/s um 的变化曲线。
Vulpe [51]通过数值模拟给出了桶裙基础在土体不排
水抗剪强度（s u=s um+kz，其中 k 取 0，6，20，60，100）不
同的土体中的竖向承载力系数 NcV。
Hung 和 Kim[38]，
Vulpe[51]，
Mehravar 等[39]，
Barari 等
[28]
研究了桶形基础的长径比对桶形基础承载力的影
响。其中，
Hung 和 Kim[38]，
Vulpe[51]和 Mehravar 等[39]对
黏土中的桶形基础进行了数值模拟，
Barari 等[28]在砂
土中进行了一系列试验和数值模拟，以估算砂土中
桶形基础的竖向承载力。不同长径比的桶形基础的
无量纲化竖向荷载-位移曲线如图 5 所示。研究结果
显示在砂土和黏土中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桶形基
础的竖向承载力随着基础长径比的增加而增加，由
于桶形基础在竖向荷载作用下的失效机理会随着长
径比的增加逐渐发生变化，基础的竖向承载能力的
增加为非线性。Mehravar 等[39]根据有限元结果给出了
竖向承载力系数的计算方法，并与已有的结果进行
对比，
对比结果如图 6 所示。在研究中，
Vulpe[51]计算
的桶形基础长径比的取值范围为 0~0.5，
Mehravar 等
[39]
[28]
及 Barari 等 计算的桶形基础长径比的取值范围
为 0~1。目前在已有的关于桶形基础长径比对基础
承载力的影响的研究中，基础长径比的取值范围大
都在 0~1 之间。考虑到未来对更高承载的桶形基础
的要求，仍有必要对长径比大于 1 的桶形基础进行
试验研究和数值模拟，
并提出相应的经验公式。目前
已有的研究中给出的黏土中桶形基础的竖向承载力
系数差别较大，
尚未得到统一的结果，仍需要对不同
参数条件下桶形基础的承载力系数进行深入研究。
Vulpe [51]研究了基础与土体之间的接触对桶形
基础承载力的影响，模拟了土桶之间存在摩擦与土
桶之间光滑无摩擦这两种情况，得到了在这两种情

无量钢化竖向位移 w/D

图 5 不同长径比桶形基础的无量纲化竖向位移-荷载曲线[38]

长径比 L/D

图 6 不同竖向承载力系数计算结果之间的对比[39]

况下桶形基础的竖向承载力系数。Park 等[52]通过轴
对称有限元方法分析计算了安装在砂土上覆黏土
的复合土体中的桶形基础的竖向承载力，并根据有
限元计算结果提出了基于回归分析的竖向承载力
预测方程。Zou 等[53]同样研究了砂土上覆黏土的复
合土体中基础的承载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桶
形基础安装在砂土层中，而后者桶形基础则深入到
黏土中，研究上层砂土的厚度对桶形基础竖向承载
力的影响。
2.1.2 水平静承载研究 采用桶形基础的海上风
机在正常的工作条件下受到的水平荷载主要是由
风、浪等引起的，这些荷载会对桶形基础的稳定性
产生不利影响，使基础平移或者转动。当基础的位
移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失去稳定，导致上部结构无法
正常工作。因此研究在水平静荷载作用下桶形基础
的承载力问题可以为海上风机的设计提供参考，从
而保证海上风机的正常运行。研究人员研究了砂土
和黏土中桶形基础在水平静荷载作用下的承载机
理及相关问题，对桶形基础的水平承载力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了试验研究和数值模拟，其中影响因素包
括基础的长径比、土体的性质（如土体的固结程度、
土体密度及土体的排水情况等）和竖向静荷载[16, 25,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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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鹏等 [48]、魏世好等 [54] 通过模型试验探索了
桶形基础与软土地基相互作用机理，研究了桶形基
础在水平荷载作用下的软土地基承载力情况，确定
桶形基础地基的破坏模式。基础在受到水平荷载作
用时会发生平动和转动，而这两种运动形式最终会
导致地基的破坏。桶内壁前侧和后侧土压力随着水
平荷载的增加而变化并不显著，只在桶体底部才有
所改变。桶外壁前侧土压力在接近桶底之前随着水
平荷载的增加而增大，然而在接近桶底部时，由于
土压力从被动土压力转为主动土压力，导致土压力
先减小后增大。当水平荷载增大到一定程度时，桶
体外壁与地基土接触区域产生裂缝，从而造成桶外
壁外侧土压力降低；而在接近旋转中心处以下，土
压力随着水平荷载的增加而增大[48, 54]。
在试验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对桶形基础在水平
方向的承载力进行了研究[55-57]。施晓春等[55]在模型试
验的基础上，考虑土压力的位移效应，提出了一种
计算桶形基础水平承载力的近似方法。计算结果表
明，该方法计算所得到的桶形基础水平承载力与试
验结果吻合较好。Sukumaran 等[56]采用有限元分析
方法求解软黏土中吸力式桶形基础在不排水条件
下的承载力。基于实际破坏模式的三维特性，采用
加密的三维的模型进行分析，并提出用准三维的傅
里叶分析代替真三维分析，从而改善计算效率，二
者结果符合很好，该有限元方法己由经典的极限解
证实。Wang 等[57]通过极限平衡法建立偏心水平承载
力公式，在偏心水平承载力计算的有限元分析结果
的基础上，建立了水平荷载和弯矩荷载作用下单桶
基础偏心水平荷载计算方法。Zhang 等[58]提出了一
种基于上限理论的海上平台吸力式桶形基础稳定
性的三维极限方法。范庆来等[59]针对横观各向同性
软基上深埋式大圆筒结构的水平承载力，提出了一
种改进的极限分析上限解法。Hung&Kim [38]根据模
拟结果提出了黏土中桶形基础的水平承载力的计
算公式：
H 0=NcHA s u0
（6）

蓸 s
蔀
L
NcH =3.4
+0.54+2e
（7）
D
式中：H 0 为基础的水平承载力；A 为桶形基础
的横截面积；L 为桶形基础的长度；D 为桶形基础的
直径；
s u0 为桶顶部以下 D/4 处土体的不排水抗剪强
度；s um 为地表不排水抗剪强度；
k 为土体不排水抗
剪强度随深度增加的比率。其中，
NcH 是基础的水平
- kD 伊0.34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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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系数。
徐赟 [49]根据三维有限元数值模拟结果，也给出
了桶形基础的水平承载力计算公式：
H 0 =1.28NcH A s u0

（8）

L
（9）
D
式中：参数的意义与式(6)~式(7)中相同。
武科[50]提出单桶基础的水平极限承载力经验公
式可以表示为：
H 0 = 4 L NcH A s u0
（10）
仔 D
式中：参数的意义与式(6)~式(7)中相同。
桶形基础水平方向的承载力受到许多因素的
影响，目前已对不同的因素展开研究。Mehravar 等，
Hung 等通过试验和三维有限元方法对桶形基础长
径比对水平承载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38-39, 60]。通过
试验和数值模拟得到桶形基础的荷载-位移曲线
并对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与竖向承载力相似，桶
形基础的水平承载力会随着基础长径比的增加而
逐渐增加。单桶基础的水平承载力系数目前有两种
计算方式，一种为 NcH =H/(A s u)，另一种表达式为
NcH=H/(LDs u)。其中，H 为基础的水平承载力；
A 为桶
形基础截面面积；
L 为基础长度；D 为基础直径；s u
为土体不排水抗剪强度。Mehravar 等[39]给出了不同
长径比的桶形基础的荷载-位移曲线（见图 7 [38]）和
水平承载力系数与桶形基础长径比之间的关系（见
图 8[39]），并根据有限元结果给出了水平承载力系数
计算公式且与已有的结果进行对比。Lee 等[60]通过
试验研究发现，桶形基础的破坏模式会随着基础长
NcH =1+5.51

径比的变化而变化。长径比为 1 的桶形基础在发生
破坏时，基础在水平静荷载的作用下会产生水平移
动和旋转两种位移，基础前侧的土体变形较大。而
长径比为 0.5 的桶形基础在水平静荷载的作用下只
发生转动，基础前侧的土体变形较小。Liu 等[25]通过
对桶形基础进行试验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进一步提
出宽浅 桶 形 基 础 的 水平 极 限 承 载 力 的 倾 角 约为
3.0毅。当桶形基础的长径比小于 0.5 时，基础的水平
极限承载力对应的倾斜角约为 3.0毅，转动中心位于
土体表面下方 0.5L 的高度处。当桶形基础的长径比
大于 0.5 时，基础的水平极限承载力对应的倾斜角
小于 3.0毅，转动中心位于土体表面下方 0.7L 的高度
处，其中 L 为基础长度。目前已有的研究中给出的
黏土中桶形基础的水平承载力系数也不尽相同，不
同研究得到的结果差别较大，所以仍需要对不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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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条件下桶形基础的承载力系数进行进一步研究。

无量钢化竖向位移 w/D

图 7 不同长径比桶形基础的无量纲化水平方向
位移-荷载曲线

果显示，在桶形基础上施加一定的竖向荷载，会增
加基础的水平承载力，桶形基础的长径比越小，增
加竖向荷载对基础水平承载力的提高越明显。
2.1.3 复合荷载承载研究 除了对桶形基础在竖
向或水平单向荷载作用下的研究，有学者对复合荷
载下桶形基础的承载力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对研究
得到的竖向荷载、水平荷载和弯矩荷载进行无量纲
化，分别得到 V /A s u，H/A s u 和 M/A Ds u。其中，A 为基
础横截面积；s u 为土体不排水剪切强度；V 为基础的
竖向承载力；H 为基础的水平承载力；M 为基础的
弯矩承载力[16, 38, 51, 62-64]。根据所得结果给出桶形基础
的破坏包络面图（见图 9[37]）。破坏包络面是研究复
合荷载作用下桶形基础地基极限承载力的一种有
效的方法。若荷载组合位于包络面外，则基础发生
破坏；若组合荷载位于包络面内，则地基处于稳定
状态。

长径比 L/D

图 8 不同水平承载力系数计算结果之间的对比

有学者对土体性质对桶形基础承载力的影响
进行了研究[38]。Wang 等[61]采用 50 g 离心试验研究了
土体的固结程度对桶形基础水平承载力的影响，结
果表明土体的固结程度对桶形基础的水平承载力
影响显著，通过试验所得结果可以看出，重度超固
结土体中桶形基础的水平承载力明显大于轻度超固
结土体中桶形基础的水平承载力。Hung 和 Kim [38]研
究了黏土的非均匀性对桶型基础承载力的影响，通
过数值模拟给出了水平承载力系数 H 0/A s u0 随土体
不均匀系数 kD/s um 的变化曲线，研究发现黏土的非
均匀性对桶形基础的水平承载力具有较大影响，桶
形基础的水平承载力随黏土的非均质性的增加而
下降。
Choo 等[34]通过 70 g 离心试验研究粉砂土的排
水条件对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水平承载力的
影响，通过试验得出在土体塑性区，不排水条件下
基础的水平承载力大于排水条件下基础的水平承
载力。Liu 等[41]通过三维有限元模型分析竖向荷载对
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的水平承载力的影响，结

归一化竖向承载力 V /V ult

图 9 归一化 V -H 包络面

Hung 和 Kim [38]，武科等 [63]，Bagheri
Gourvenec [62]，
等[16]，Vulpe[51]，Aubeny[64]通过三维有限元方法研究了
不同条件下桶形基础的破坏包络面，为桶形基础的
设计和应用提供参考依据。通过研究表明，桶形基
础在复合荷载作用下的承载力受到基础长径比、土
体的固结程度、砂土的疏密程度、土体的非均匀性
以及排水条件的影响。随着桶形基础长径比的增
加，基础的破坏模式逐渐发生变化，基础的承载力
也呈非线性增加。武科等[65]对复合桶形基础的承载
特性进行了三维数值模拟，计算了在 V -H，
V -M，
VH-M 空间内桶形基础的破坏包络面，给出相应条件
下破坏包络面的经验计算公式，用来评判实际荷载
作用下桶形基础的工作状态。此外，Zou 等[53]研究了
砂土上覆黏土的复合土体中砂土厚度对桶形基础
承载力的影响，给出了 V -H，V -M，M-H 破坏包络
面及相应的表达式。目前已有的关于桶形基础的破
坏包络面的表达式只适用于长径比较小的浅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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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径比较大的适用于深海的桶形基础的破坏
包络面的表达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尽管目前对桶形基础的静承载特性研究较多，
但是由于桶形基础在海上风机中的应用仍较为有
限，为了将其可靠地应用于海上风机基础中，仍需
要采用合理的三维有限元分析方法对一些问题进
行深入分析，如长径比较大的桶形基础的承载特
性，特定水平和竖向荷载组合下的吸力式桶形基础
响应，土体应变软化现象对基础承载力的影响及基
础安装效应对桶形基础承载特性的影响等。作为海
上风机基础，除了需要满足地基基础的强度和稳定
外，还要确保基础刚度满足整个风机-支撑结构-地
基系统的频率响应要求，避免系统产生过大振动，
保证风机正常安全运行。常有的拟静力分析可能难
以确保结构设计的安全，需要采用合适的动力分析
方法进行分析[13]。表 1 给出了已有的关于吸力式桶
形基础的研究总结表。
表 1 吸力式桶形基础研究总结表
研究者

研究方法

Liu 等[40]

试验尧数值

Hung 和 Kim[38]
Mehravar 等[39]
Park 等[52]

数值模拟

Zou 等[53]

数值模拟

Barari 等[28]

试验

黏土

试验

黏土

Wang 等

试验

黏土

Vulpe

[51]

魏世好等

[54]

[61]

土体类型

荷载 桶形基础长
方向

径比范围

砂土

V

0.1~0.5

数值模拟

黏土

数值模拟

黏土

VHM

0~1

数值模拟

黏土

模拟

砂土上覆
黏土
砂土上覆
黏土

VHM

0~0.5

V

0.5~2.0

VHM

0.25~1.0

V

0.25~1.0

H

0.38~1.3

VHM

H

0~1

2

2.2 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循环荷载响应研究
在海上风机的设计寿命期间 （通常为 20~30 a），
基础将受到不同循环荷载的作用，如水平循环荷载
和竖向循环荷载。其中水平循环荷载来自风荷载、
波
[27]
浪荷载、
流荷载、
冰荷载等 。当海上风机的基础为多
桶基础时，来自风和波浪等较大的水平荷载转移到
每个基础上时会以竖向循环荷载的形式出现[26]。在高
倾覆力矩和周期性水动力荷载的作用下，桶形基础
周围土体的孔压累积，可能会使砂质海床发生液化
或使黏土地基发生软化，软化后的海洋软土地基中
桶形的基础承载力将显著降低。同时，由于循环荷
载的作用，地基会发生较大的累积变形，从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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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稳破坏。因此，在设计分析中考虑循环荷载作用
下桶形基础的极限承载力可以为海上风机吸力式
桶形基础的设计提供参考[66]。
目前已有相关研究通过考虑循环荷载的特征
以及土体的循环软化效应来评估水平和竖向循环
荷载下桶形基础的循环承载力。研究人员通过试验
和数值模拟得到基础在循环荷载作用下典型的位
移时间历史曲线、荷载-位移曲线、位移-循环次数
曲线以及荷载-孔隙水压力关系曲线等结果来研究
桶形基础的循环承载机理、基础的循环承载力及其
影响因素，其中影响因素主要有在基础上施加的竖
向静荷载、荷载的循环次数、基础的安装方式以及
荷载的施加方式[67-72]。
为了考察循环荷载作用下饱和黏土的强度弱化
对于重力式基础承载力的影响，
Andersen 等[67-68]提出
了软黏土的循环强度概念，将在一定循环次数下，
当土单元达到变形破坏标准时，作用在剪切破坏面
上的初始静剪应力和动剪应力之和定义为循环抗
剪强度，并据此提出了拟静力极限平衡计算方法。
Yasuhara 等[69]通过应力控制式的循环三轴试验和应
变控制式的单调剪切试验，确定循环荷载作用下黏
土的刚度衰退特性密切地依赖于单幅轴向应变或
剪应变，与采用超静孔隙水压力作为评价参数相
比，选择剪应变作为评价循环荷载作用下刚度衰减
特性的参数更为合适。
2.2.1 竖向循环荷载响应研究 刘振纹 [70]、李驰 [71]
通过土工试验探讨了软黏土循环强度的变化规律，
在此基础上，把有限元方法和土动力试验得到的循
环强度相结合，提出了拟静力 Mises 弹塑性模型，建
立了评价桶形基础地基循环承载力方法。Wu 等[72]提
出了一种计算吸力式桶形基础竖向循环承载力的
三维准静态有限元方法。Cheng 等[73]提出一种新的
本构模型来模拟静荷载和循环荷载作用下黏土的
应力应变响应，通过三维有限元方法研究了在竖向
循环荷载作用下吸力式沉箱基础的位移随时间的
变化过程，并将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进行比较。与
极限平衡法和准静态方法相比，该方法不仅可以确
定循环荷载的承载力大小，而且还可以分析软黏土
循环荷载作用下的吸力式沉箱变形过程和破坏机
理，更适合计算复杂边界条件下的三维问题。
目前已有研究对竖向循环荷载的幅值与竖向
循环承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Villalobos 等[27]通
过试验研究了循环荷载幅值对黏土中桶形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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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向循环承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若平均竖向循
环荷载等于最大安装荷载，基础会发生永久沉降；
若平均竖向循环荷载等于 0，尽管当基础受压时会
发生暂时性的沉降，但是最终会发生永久隆起。
Wang 和 Yang[74]在自制软土地基中对吸力式桶形基
础进行了竖向循环加载试验，研究不同竖向静荷载
对桶形基础竖向循环承载力的影响，并通过数值模
拟对试验结果进行检验。试验结果表明，若基础受
到的竖向循环荷载大于竖向静荷载，基础的竖向累
积位移在初始阶段较大，之后的位移累积增长速率
较小；若基础受到的竖向循环荷载小于竖向静荷
载，基础的竖向累积位移值在初始阶段较小，之后
的位移累积增长速率较大。此外，基础的竖向循环
累积位移在初始阶段增长较快，随着时间的推移，
循环次数的增加，竖向循环累积位移的增长速率逐
渐减小。
Wu 等[72]研究了竖向循环荷载的循环次数对吸
力式桶形基础极限承载力的影响，计算的荷载循环
次数为 0~2 000 次。其数值结果表明，黏土中吸力式
桶形基础的竖向循环承载力小于基础的竖向静承
载力，
且随荷载循环次数的增大而减小。
目前关于砂土中桶形基础在竖向循环荷载作
用下的试验主要针对的是竖向抗拔荷载，其应用背
景为多桶基础，对于单桶基础在砂土中竖向循环荷
载作用下的响应的研究较少。Emdadifard 等[47]使用
二维有限元方法研究了砂土中竖向循环荷载作用
下吸力式桶形基础的竖向循环承载力及基础长径
比对其影响。通过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桶形基础的
竖向循环承载力随基础长径比的增加而增加。
2.2.2 水平循环荷载响应研究 桶形基础海上风
机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会受到波、浪等外界环境带来
的水平循环荷载的作用，当土体受到循环荷载的作
用时，孔隙水压力会急剧增加，土体应变会逐渐累
积而导致其刚度退化。此时，基础和上部结构会在
外界荷载的作用下逐渐发生转动，导致结构的固有
频率发生变化，危及风机的正常运行。因此研究桶
形基础在水平循环荷载作用下的承载力问题可以
为实际工程建设提供参考依据[31,75]。
桶形基础水平循环承载力的研究主要包括基
础的累积旋角、累积沉降、卸载刚度及其影响因素。
闫澍旺等[76-77]通过离心机试验和动三轴试验研究了
波浪荷载作用下软黏土地基波浪与地基的相互作
用。Wang 等[61]采用 50 g 离心试验研究了土体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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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程度对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水平循环承载
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土体的固结程度对基础承载力
的影响显著，重度超固结土体中桶形基础的水平循
环承载力明显大于轻度超固结土体中桶形基础的
水平循环承载力。
除了通过试验方法对桶形基础的水平循环承
载力进行研究外，研究者们还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对
桶形基础的水平循环承载力进行了研究[72,78-79]。Wu
等[72]提出了一种计算海上结构吸力式桶形基础水平
循环承载力的三维准静态有限元方法，研究了吸力
式桶形基础在竖向循环荷载作用下的极限承载力。
计算得到的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由波浪载荷引起的
土体循环软化效应会使桶形基础的循环承载力显
著降低。Kourkoulis 等[78]采用非线性三维有限元分
析，充分考虑了土桶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了海上
风机吸力式沉箱基础在水平循环荷载下的响应。文
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本构模型，该模型考虑了土压力
的分布情况以及土桶之间的接触面强度对基础水
平循环承载力的影响。Zhang 和 Cheng [79]提出了一种
基于热力学的本构模型，通过二维有限元方法来预
测 Bothkennar 黏土中海洋平台桶形基础在水平循
环荷载作用下的沉降、转角、基础中孔隙水压力的
发展和基础的刚度退化。模拟结果显示，在循环荷
载作用下，地基中的孔隙压力和不可恢复的变形会
不断累积。增加的孔隙压力会使得土体的剪切刚度
和剪切强度降低，导致沉箱基础发生沉降和旋转。
有学者通过有限元方法研究了影响桶形基础水
平循环承载力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基础的长
径比、土体的性质、荷载的幅值与循环次数、循环荷
载频率、
竖向静荷载以及冲刷坑等因素的影响[31,80]。
循
环荷载的幅值、加载频率和荷载循环次数对水平循
环承载力的大小有着重要的影响[35,51,81-82]。Ding 等[82]通
过数值模拟研究了荷载循环次数对砂土中海上风
机吸力式桶形基础的水平承载的影响，模拟结果与
黏土中荷载循环次数对桶形基础承载力的影响结
果类似，结果表明，在水平循环荷载作用下，循环累
积位移随循环荷载次数的增加而增加。Foglia 等[75]
研究了加载频率对海上风机桶形基础在水平循环
荷载作用下的长期累积位移的影响，试验结果显
示，在测试范围内（0.025~0.1 Hz 之间），桶形基础的
永久位移不受加载频率的影响。Lee 等[60]研究了黏
土中单向荷载循环次数与循环荷载大小对基础承
载力的影响，对固结高岭土中的桶形基础进行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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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0 000 次的单向水平循环荷载试验，试验结果如
图 10[51]所示。研究表明，桶形基础的累积转动随着
水平荷载循环次数以及荷载大小的增加而逐渐增
加，Zhu 等[81]和 Cox 等[35]都通过试验研究得到了类似
的结论。基于模型试验结果，Lee 等[60]提出了经验公
式来计算黏土中单向循环水平荷载作用下桶形基
础的累积转角 兹N 和卸载刚度 k N，计算公式为：
琢
兹N -兹0
=Tb 伊N 伊茁
（11）
兹s
k N =k 0 +A k +ln(N)

（12）

式中：兹N 为 N 次循环荷载后的累积转角；兹0 为
第一次循环荷载后的转角；Tb 为考虑水平循环荷载
率的无量纲参数；琢 和 茁 为考虑周期数 N 和长径比
L/D 影响的参数；
k N 为 N 个循环后基础的卸载刚度；
k 0 为初始卸载刚度；
A k 为常数；
N 为荷载循环次数。

循环次数 N/ 千次

图 10 水平循环荷载下的水平累积位移图（L/D=1）

王建华等[83]研究了竖向静荷载对桶形基础水平
循环承载力的影响，对软土中的桶形基础在不同竖
向静荷载与水平循环荷载组合下进行了模型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导致桶形基础发生破坏的循环荷载
幅值与循环次数取决于竖向静荷载，竖向静荷载越
大，基础同一循环次数达到破坏时对应的循环荷载
幅值就越小。
Chen 等 [84] 通过试验研究了冲刷对桶形基础稳
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冲刷对砂土中吸力式桶形
基础的稳定性有重要影响。随着冲刷深度的增加，
基础的稳定性逐渐降低，基础的最终状态逐渐从循
环稳定转变为循环失效，桶形基础转动中心的高度
也随着冲刷深度的变化而变化。当冲刷深度较小
时，基础的转动中心位于基础下部，距离基础顶部
的距离为基础总高度的 0.5~0.9 倍，基础转动中心
的高度随冲刷深度的增加逐渐向下移动。
此外，Zhang 和 Cheng [79]、Ding 等 [82] 研究了黏土
中桶形基础的长径比对基础的水平循环承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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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研究表明，
当桶形基础的直径保持不变时，增
加基础的长径比会提高基础的水平循环承载力，并
且增大桶形基础的直径比与增加贯入深度更能提
高桶形基础的水平循环承载力。Ding 等[82]还研究了
水平循环荷载作用位置对砂土中海上风机吸力式
桶形基础的累计位移和累积转角的影响。计算结果
表明，随着水平循环荷载作用点的升高，基础的循
环累积位移及累积转角都呈指数式增长。但是由于
基础的旋转中心随着荷载作用点的升高而下降，所
以基础在水平循环荷载作用下转角的增长幅度小
于位移的增长幅度。
2.2.3 循环荷载响应研究小结 在对桶形基础进
行循环加载试验时，大部分试验为了模拟基础在真
实情况中遇到的波浪荷载，选取的循环荷载频率为
0.1~0.5 Hz。对于循环荷载试验中循环荷载幅值的
大小，一般会根据静荷载试验的基础竖向或者水平
承载力来确定。虽然通过试验得到了一些关于桶形
基础在不同荷载作用下的结论，但是仍存在一些问
题需进一步探讨。第一，在实际情况中海上风机受
到的环境荷载来自多个方向，并且循环荷载的幅值
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前文提到的研究中选取的
循环荷载是对实际荷载的简化，简化后的荷载均位
于同一平面，并且在大部分试验中的循环荷载为简
单的正弦曲线。此外，在大多数试验中循环荷载次
数的量级为 104，部分试验循环次数会高达 106 次，
但是为了更加全面地验证所提出的方法，考虑到基
础的疲劳极限状态以及海上风机在 20 a 寿命中受
到约 108 个周期的循环荷载的情况 [35]，有必要进行
循环次数更高的试验，如 107 个周期等[64]。第二，试
验中需要考虑加载速率和排水的问题。若试验是在
干砂中进行的，一般情况下无需考虑排水问题。但
现场沉箱基础的规模较大，孔隙水难以在短时间内
全部排出，特别是对于具有低渗透率的粉砂。这一
问题可通过实验室试验或现场的大规模试验来解
决，或者在小规模试验中改变孔隙流体的粘性，如
使用更粘稠的流体（如硅油）代替水[81]。
对吸力式桶形基础在不同荷载作用下进行数
值模拟时，通常会先对静荷载进行模拟计算，求得
桶形基础在水平或者竖直方向的静承载力，为循环
荷载幅值的选取提供参考。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得到
的曲线和公式可用于实际海上风机的设计指导，但
是模拟所得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在进
行计算时会假设基础已经处于正确的位置，除非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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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内容包含安装过程对桶形基础承载力的影响，否
则一般不予考虑；对循环荷载进行数值模拟时计算
的循环荷载周期较短，缺少对长期循环载荷的研究
与计算；桶形基础在疲劳状态下的行为特征也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此外，通过数值模拟得到的有限元
计算结果最好可以通过实验室试验、离心试验或者
现场试验的验证[16]。
研究人员通过试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等方
法，研究了吸力式桶形基础在循环荷载作用下的响
应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不同的本构模型来模拟土
体在循环荷载作用下的应力应变响应，通过计算得
到基础的累积转角与累积沉降曲线，并对相关的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可知在循环荷载的作用下，基础
的承载力会随着循环荷载次数的增加而降低，累积
位移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而增加。基础的长径比会
影响基础在循环荷载作用下的响应，桶形基础在循
环荷载作用下的承载力会随着基础长径比的增加
而增加[79,82]。
尽管目前已有关于桶形基础在循环荷载作用下
的承载分析，
但目前的分析多针对较短的循环周期，
缺乏针对海上风机较长循环周期下的承载研究；同
时缺乏合适的针对循环次数较大的土动力特性的本
构模型，因此对海上风机桶形基础在循环荷载作用
下的承载特性分析仍需要建立合理的本构模型，针
对长周期循环次数较大的循环荷载响应问题进行合
理分析。另外，
应针对该部分规范缺乏的问题，提出
海上风机桶形基础循环荷载下承载设计规范。

3

研究展望

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的承载力是基础在
设计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直接关系到风
机结构的稳定性、安全性及可靠性。针对以上对各
关键问题的研究现状分析，可知尽管现有的针对桶
形基础的研究较广泛，但针对其在风机使用中所面
临的不同的荷载工况，仍需要通过大量数值及试验
研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下一步可进行的研究主要
包括以下几方面。
（1）目前已有的关于桶形基础的承载力研究针
对长径比范围在 0~1 之间的桶形基础，缺少关于较
大长径比范围的桶形基础承载特性的研究。目前已
有研究中对桶形基础施加的组合荷载较为简单，主
要位于同一平面内，与真实环境中不同平面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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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相差较大。因此，对海上风机桶形基础静承载
特性的分析，仍需要采用合理的三维有限元分析，
对较大长径比范围的桶形基础承载特性、风机在特
定水平和竖向荷载组合下的基础响应，以及土体应
变软化现象及基础安装效应对桶形基础承载特性
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建立实用可靠的考虑
多种土体条件及荷载条件下的承载力公式，为桶形
基础在各类静荷载作用下的承载设计提供可靠的
设计规范。
（2）对于海上风机桶形基础，需要联合研究机
构与工业界，进行广泛的实验室试验及现场试验，
提供可供数值方法及理论研究发展的有效数据，发
展海上风机基础设计方法及工程设计模型，为海上
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的有效利用提供可靠的设计
方法及数据支持。
（3）目前已有的关于桶形基础在循环荷载作用
下的试验研究和数值模拟的荷载特性都较为简单，
最大荷载循环次数最多远小于实际情况中海上风
机桶形基础遇到的循环荷载次数。对海上风机桶形
基础在循环荷载下的承载特性分析，仍需要考虑风
机实际循环荷载循环次数、循环荷载幅值变化、组
合荷载及土体非均质性的影响，同时仍需要提出合
理的本构模型及适用于工程设计的规范。
（4）海上风机将会遭遇复杂的海洋环境，包括
海啸、台风等极端海洋环境事件更加值得关注，
海上
风机在恶劣环境下的响应的模型亟待研究与发展。
（5）针对采用桶形基础的海上风机结构分析，
仍需要建立完整的、考虑实际上部风机结构、下部
支撑结构、底部桶形基础及与土体相互作用（在复
杂外部环境荷载作用下）的耦合分析，结合结构力
学、水动力学及岩土力学知识，发展合理的可应用
于工程设计的分析模型。

4

结 语

本文综述了目前海上风电的发展现状，针对目
前在海上风机各类基础中具有较好应用前景的海
上风机桶形基础，重点综述和评价了桶形基础在各
种荷载下的承载力研究现状，讨论了各部分研究所
得到的重要结论，并展望了下一步可开展的研究。
通过本文的调研，对目前桶形基础的承载特性研究
及其在海上风机基础应用中所存在的问题及工程
适用性有了全面的认识。文章概括了当前桶形基础

第1期

毋晓妮袁等院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承载特性研究综述

核心力学问题的研究现状，明确了该类基础未来广
泛应用于海上风机基础中仍需开展的深入研究工
作方向。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未来对海上风机桶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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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及其他各类海上风机基础研究工作的深入，直接
有益于全球海洋基础工程在风电领域的技术发展，
对我国海洋工程及海上风电工程的发展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 Henderson A R, Morgan C, Smith B, et al. Offshore wind energy in Europe & mdash; A review of the state-of-the-art [J]. Wind Energy,
2010, 6 (1): 35-52.
[2] Global Wind Report 2016-Annual Market Update [R].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2016.
[3] Offshore wind in Europe key trends and statistics [R]. European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2018.
[4] 彭耀, 张笑通, 万德成, 等. 海上固定式风机基础的波流载荷数值计算分析 [J]. 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 2017, 32 (1): 1-10.
[5] Carter J M F. North Hoyle offshore wind farm: Design and build [J]. Energy, 2007, 160 (1): 21-29.
[6] Van Bussel G, Zaaijer M. Reliability, availability and maintenance aspects of large-scale offshore wind farms, a concepts study [C]//
Proceedings of MAREC, 2001.
[7] 余璐庆. 海上风机桶形基础安装与支撑结构动力特性研究 [D]. 杭州：浙江大学, 2014.
[8] Malhotra S.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considerations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 foundations [C]// Proceedings of the ASME 20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ffshore Mechanics and Arctic Engineering, 2007.
[9] Esteban M D, Cou觡ago B, L佼pez-Guti佴rrez J S, et al. Gravity based support structures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 generators: Review of
the installation process [J]. Ocean Engineering, 2015, 110: 281-291.
[10] 王国粹, 王伟, 杨敏. 3.6 MW 海上风机单桩基础设计与分析 [J]. 岩土工程学报, 2011, 33 (Sup2): 95-100.
[11] Lombardi D, Bhattacharya S, Wood D M. Dynamic soil-structure interaction of monopile supported wind turbines in cohesive soil [J].
Soil Dynamics an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2013, 49: 165-180.
[12] De Vries W, Vemula N K, Passon P, et al. Final report WP 4.2: Support structure concepts for deep water sites: deliverable D4. 2.8
(WP4: offshore foundations and support structures) [R]. 2011.
[13] 周济福, 林毅峰. 海上风电工程结构与地基的关键力学问题 [J]. 中国科学: 物理学力学天文学, 2013, 43 (12): 1589-1601.
[14] Wang X, Yang X, Zeng X. Centrifuge modeling of lateral bearing behavior of offshore wind turbine with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 in
sand [J]. Ocean Engineering, 2017, 139: 140-151.
[15] Wang H, Cheng X. Undrained bearing capacity of suction caissons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 foundations by numerical limit analysis
[J]. Marine Geotechnology, 2016, 34 (3): 252-264.
[16] Bagheri P, Son S W, Kim J M. Investigation of the load-bearing capacity of suction caissons used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s [J].
Applied Ocean Research, 2017, 67: 148-161.
[17] Aspizua L. Offshore foundation — A challenge in the Baltic Sea [R]. 2015.
[18] Leblanc C, Ahle K, Nielsen S A, et al. The monopod bucket foundation—Recent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ahead [C]//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Offshore Wind Conference & Exhibition, 2009.
[19] Li D, Zhang Y, Feng L, et al. Capacity of modified suction caissons in marine sand under static horizontal loading [J]. Ocean
Engineering, 2015, 102: 1-16.
[20] Yu H, Zeng X, Li B, et al. Centrifuge modeling of offshore wind foundations under earthquake loading [J]. Soil Dynamics &
Earthquake Engineering, 2015, 77: 402-415.
[21] Byrne B W, Houlsby D G T. Assessing novel foundation options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s [C]//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Maritime
Technology Conference, London, 2006.
[22] 鲁晓兵, 郑哲敏, 张金来. 海洋平台吸力式基础的研究与进展 [J]. 力学进展, 2003, 33 (1): 27-40.
[23] Jia N, Zhang P, Liu Y, et al. Bearing capacity of composite bucket foundations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s in silty sand [J]. Ocean
Engineering, 2018, 151: 1-11.
[24] Wang X, Zhang P, Ding H,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wide-shallow composite bucket foundation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 under
cyclic loading [J]. Marine Georesources & Geotechnology, 2018: 1-13.
[25] Liu M, Lian J, Yang M.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ies on lateral bearing capacity of bucket foundation in saturated sand [J].
Ocean Engineering, 2017, 144: 14-20.

104

海 洋 技 术 学 报

第 39 卷

[26] Vaitkune E, Ibsen L B, Nielsen B N. Bucket foundation model testing under tensile axial loading [J]. 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
2016, 54 (5):720-728.
[27] Villalobos F A, Byrne B W, Houlsby G T. Model testing of suction caissons in clay subjected to vertical loading [J]. Applied Ocean
Research, 2010, 32 (4): 414-424.
[28] Barari A, Ibsen L B. Effect of embedment on the vertical bearing capacity of bucket foundations in clay [C]// Proceedings of the
Canadian Geotechnical Conference and Pan-American Conference on Soil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Pan-American Conference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2011.
[29] Barari A, Ibsen L B. Undrained response of bucket foundations to moment loading [J]. Applied Ocean Research, 2012, 36: 12-21.
[30] Villalobos F A, Byrne B W, Houlsby G T.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drained capacity of suction caisson foundations under
monotonic loading for offshore applications [J]. Soils and Foundations, 2009, 49 (3): 477-488.
[31] Foglia A, Ibsen L B, Andersen L V, et al. Physical modelling of bucket foundation under long-term cyclic lateral loading [C]//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Second International Offshore and Polar Engineering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Offshore and
Polar Engineers, 2012.
[32] Wang X, Yang X, Zeng X. Lateral response of improved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 in centrifuge modelling
[J]. Ocean Engineering, 2017, 141: 295-307.
[33] Yang X, Wang X, Zeng X.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lateral loading capacity of a bucket foundation [M]. Geotechnical Frontiers
2017, 2017: 112-121.
[34] Choo Y W, Kang T-W, Seo J-H, et al. Centrifuge study on undrained and drained behaviors of a laterally loaded bucket foundation in
a silty sand [C]//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Fifth International Ocean and Polar Engineering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Offshore and Polar Engineers, 2015.
[35] Cox J A, O'Loughlin C D, Cassidy M, et al. Centrifuge study on the cyclic performance of caissons in san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ysical Modelling in Geotechnics, 2014, 14 (4): 99-115.
[36] Kim S R. Evaluation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bearing capacities of bucket foundations in clay [J]. Ocean Engineering, 2012, 52:
75-82.
[37] Zhan Y, Liu F. Numerical analysis of bearing capacity of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s [J]. Electronic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2010, 15: 633-644.
[38] Hung L C, Kim S-R. Evaluation of undrained bearing capacities of bucket foundations under combined loads[J]. Marine Georesources
& Geotechnology, 2014, 32 (1): 76-92.
[39] Mehravar M, Harireche O, Faramarzi A. Evaluation of undrained failure envelopes of caisson foundations under combined loading [J].
Applied Ocean Research, 2016, 59: 129-137.
[40] Liu R, Chen G, Lian J, et al. Vertical bearing behaviour of the composite bucket shallow foundation of offshore wind turbines [J].
Journal of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2015, 7 (1): 013123.
[41] Liu M, Yang M, Wang H. Bearing behavior of wide-shallow bucket foundation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s in drained silty sand [J].
Ocean Engineering, 2014, 82: 169-179.
[42] Park J-S, Park D, Yoo J-K. Vertical bearing capacity of bucket foundations in sand [J]. Ocean Engineering, 2016, 121: 453-461.
[43] Ding H, Liu Y, Zhang P, et al. Model tests on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wide-shallow composite bucket foundations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s in clay [J]. Ocean Engineering, 2015, 103: 114-122.
[44] 鲁晓兵, 王义华, 张建红, 等. 水平动载下桶形基础变形的离心机实验研究 [J]. 岩土工程学报, 2005, 27 (7): 789-791.
[45] 张建红. 海洋平台吸力式基础的土工离心模拟研究与分析 [J]. 海洋工程, 2004, 22 (2): 90-97.
[46] Barari A, Ibsen L B, Taghavi Ghalesari A, et al. Embedment effects on vertical bearing capacity of offshore bucket foundations on
cohesionless soil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mechanics, 2016, 17 (4): 04016110.
[47] Emdadifard M, Hosseini S, Mir M. Numerical modeling of suction bucket under cyclic loading in saturated sand [J]. Electronic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2010, 15: 1-16.
[48] 孙大鹏, 袁中立, 朱其敏. 滩海平台桶型基础模型承载力试验研究 [J]. 石油工程建设, 1999 (2): 12-19.
[49] 徐赟. 复合荷载作用下桶形基础的承载力研究 [D]. 镇江：江苏科技大学, 2015.
[50] 武科. 滩海吸力式桶形基础承载力特性研究 [D]. 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07.
[51] Vulpe C. Design method for the undrained capacity of skirted circular foundations under combined loading: Effect of deformable soil
plug [J]. G佴otechnique, 2015, 65 (8): 669-683.

第1期

毋晓妮袁等院海上风机吸力式桶形基础承载特性研究综述

105

[52] Park J S, Park D. Vertical bearing capacity of bucket foundation in sand overlying clay [J]. Ocean Engineering, 2017, 134: 62-76.
[53] Zou X, Hu Y, Hossain M S, et al. Capacity of skirted foundations in sand-over-clay under combined V-H-M loading [J]. Ocean
Engineering, 2018, 159 (1): 201-218.
[54] 魏世好, 冯世伦, 严驰. 桶形基础水平加载过程中的土压力研究 [J]. 西部探矿工程, 2009, 21 (1): 1-4.
[55] 施晓春, 徐日庆, 龚晓南, 等. 桶形基础单桶水平承载力的试验研究 [J]. 岩土工程学报, 1999, 21 (6): 723-726.
[56] Sukumaran B, McCarron W, Jeanjean P, et al. Efficient finite element techniques for limit analysis of suction caissons under lateral
loads [J]. Computers and Geotechnics, 1999, 24 (2): 89-107.
[57] Wang J, Qin M, Cai A, et al. Analysis of bearing capacity behavior of single bucket foundation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s under eccentric
horizontal loading in soft clay [C]//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Non-Grid-Connected Wind Power and Energy Conference, 2010.
[58] Zhang J H, Chen Z Y, Li F. Three dimensional limit analysis of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s [J]. Ocean Engineering, 2010, 37 (8):
790-799.
[59] 范庆来, 栾茂田, 杨庆. 横观各向同性软基上深埋式大圆筒结构水平承载力分析 [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7, 26 (1):
94-101.
[60] Lee S-H, Vicent S, Kim S-R.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cyclic response of bucket foundations in soft clay under one-way
cyclic horizontal loads [J]. Applied Ocean Research, 2018, 71: 59-68.
[61] Wang X, Yang X, Zeng X. Lateral capacity assessment of offshore wind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 in clay via centrifuge modelling [J].
Journal of Renewable & Sustainable Energy, 2017, 9 (3): 595-593.
[62] Gourvenec S. Failure envelopes for offshore shallow foundation under general loading [J]. G佴otechnique, 2007, 57 (9): 715-728.
[63] 武科, 栾茂田, 杨庆, 等. 软黏土强度非均质性对复合加载模式下桶形基础破坏包络面的作用分析[J]. 岩土力学, 2009, 30 (3):
779-784.
[64] Aubeny C, Han S, Murff J. Inclined load capacity of suction caiss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
Geomechanics, 2003, 27 (14): 1235-1254.
[65] 武科, 栾茂田, 范庆来, 等. 复合加载模式下桶形基础破坏包络面特性研究 [J]. 岩土工程学报, 2008, 30 (4): 574-580.
[66] 申琴. 软土中的桶形基础水平循环承载力分析 [D]. 天津：天津大学, 2008.
[67] Andersen K H, Lauritzsen R. Bearing capacity for foundations with cyclic loads [J].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1988, 114
(5): 540-555.
[68] Andersen K H, Kleven A, Heien D. Cyclic soil data for design of gravity structur佴s[J].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1988, 114
(5): 517-539.
[69] Yasuhara K. Postcyclic undrained strength for cohesive soils [J].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1994, 120 (11): 1961-1979.
[70] 刘振纹. 软土地基上桶形基础的稳定性研究 [D]. 天津：天津大学, 2002.
[71] 李驰. 软土地基桶形基础循环承载力研究 [D]. 天津：天津大学, 2006.
[72] Wu K, Ma M, Chen R. Numerical analysis of cyclic bearing capacity of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 based on elasto-plastic FEM [J].
Electronic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B, 2010, 15: 1-13.
[73] Cheng X, Wang J, Wang Z. Incremental elastoplastic FEM for simulating the deformation process of suction caissons subjected to
cyclic loads in soft clays [J]. Applied Ocean Research, 2016, 59: 274-285.
[74] Wang J, Yang H. Model tests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bearing capacity of bucket foundations in soft clay under vertical static and
cyclic loads [C]//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eenth International Offshore and Polar Engineering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Offshore and Polar Engineers, 2007.
[75] Foglia A, Ibsen L B. Monopod bucket foundations under cyclic lateral loading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shore and Polar
Engineering, 2016, 26 (02): 109-115.
[76] 闫澍旺, 杨昌民, 范期锦, 等. 波浪荷载作用下防波堤地基软化特性的试验研究 [J]. 港工技术, 2006, 43(2): 44-47.
[77] 闫澍旺, 邱长林, 孙宝仓, 等. 波浪作用下海底软粘土力学性状的离心模型试验研究 [J]. 水利学报, 1998, 9: 66-70.
[78] Kourkoulis R, Lekkakis P, Gelagoti F, et al. Suction caisson foundations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s subjected to wave and earthquake
loading: effect of soil-foundation interface [J]. G佴otechnique, 2014, 64 (3): 171.
[79] Zhang Z, Cheng X. Predicting the cyclic behaviour of suction caisson foundations using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J]. Ships and
Offshore Structures, 2017, 12 (7): 900-909.
[80] Kim S-R, Lee J-H. Numerical analysis of bucket foundations under long-term cyclic lateral loading in sand [C]// Geotechnics for
Substainable Development-Geotec Hanoi, 2013.

106

海 洋 技 术 学 报

第 39 卷

[81] Zhu B, Byrne B, Houlsby G. Long-term lateral cyclic response of suction caisson foundations in sand [J].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12, 139 (1): 73-83.
[82] Ding H, Zhang P, Le C. Behavior of bucket foundations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s under cyclic horizontal loading [C]// Proceedings of
the E-Product E-Service and E-Entertainment (ICEEE), 2010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EEE, 2010.
[83] 王建华, 杨海明. 软土中桶型基础水平循环承载力的模型试验[J]. 岩土力学，2008，29（10）：2606-2612.
[84] Chen X, Liu T, Jiang Y, et al. Stability analysis of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s under wave cyclic loading and scouring [J]. Marine
Georesources & Geotechnology, 2018, 36 (7): 749-758.

A Review on the Bearing Capacity Studies of the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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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offshore wind turbine, the wind turbine foundation
is subject to the wind and wave loading on the wind turbine structure. The foundation is thus essential for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wind turbine. The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offshore
platform foundation as a result of its simple installation and reusability, and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to
offshore wind turbine foundation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load conditions between offshore wind
turbines and offshore platform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on the bearing capacities on the foundation. In this paper, the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tudies and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 with different soil conditions and load conditions a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and evaluated. Studies on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s in sand
and clay under static and cyclic loads are mainly discussed and the required future research on the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 is also proposed. This review on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the
prediction on future work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
for offshore wind turbines.
Key words院suction bucket foundation; offshore wind turbine; bearing capacity; monotonic load; cyclic l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