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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上风力发电机组的广泛应用,对我国风电事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同时在运行稳定程度与
作业质量被愈加重视的背景下,风力发电相关设备的安装施工质量也愈加重要。基于此,文章针对海上风
力发电机组钢制基桩的焊接工作进行研究,首先阐述焊接工作中的质量影响问题与成因,其次针对质量
问题提出针对性地解决措施,最后从质量检验方面入手,旨在强化钢制基桩的应用质量。希望对相关研究
人员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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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ding quality management of offshore wind turbine steel foundation p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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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offshore wind turbines has played a good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wind
power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installation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wind power related equipment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operation stability and
operation qual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welding work of steel foundation pile of offshore wind
turbine. Firstly, it describes the quality impact problems and causes in welding work, then puts forward targeted
solutions for quality problems, and finally starts from quality inspection, aiming at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quality of steel foundation piles.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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