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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上风电相比较陆上风电施工风险大,作业环境复杂,施工难度大,施工作业面广,交叉施工多,
海床地质环境多变,不同环境下的基础施工工艺差别大且可借鉴经验少,因此进一步研究海上风电施工
管理有着很大的必要性。本文对海上风电工程的施工管理组织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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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offshore wind power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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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onshore wind power, offshore wind power has higher construction risks, complex
operating environment, short construction window, wide construction area, more cross-construction,
changeable seabed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different basic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 which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with less experie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offshore wind power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of Offshore Wind Powe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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