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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WindPower™ Floating Platform
海上风机基础分析和设计

OpenWindPower Floating Platform 软件提供一整套功能，仅使
用单个产品就可完成海上浮式风机结构所需的所有设计和分
析流程。可以使用高级建模功能以三维可视化方式创建浮体
水动力和结构模型；可以对这些模型执行波浪、海流、风和
风机机械荷载作用下的分析，以预测运动响应并计算浮式平
台的疲劳。
参数化建模
通过使用 MOSES Modeler 中的向导和交互式建模功能，
可在数分钟内创建任何类型风机基础的复杂三维模型；可
以从多种文件格式导入模型几何，或者使用强大的网格建
模和自动曲线和曲面拟合工具在单个模型中快速生成水动
力和结构网格，以分析新平台或现有平台。借助该应用程
序，您可以通过 Microsoft Excel 中的宏使用高级参数建模
来探索备选设计方案。
空气动力学求解器集成
MOSES 可计算任何浮式风机平台上的水动力和静水力荷
载，然后以广泛采用的 WAMIT 文件格式导出此类数据。
空气动力学求解器（例如 DNV 的 Bladed）可以将此类数
据应用于风电机组模拟，保存所得的时间序列荷载信息以
供日后使用。内置的高级 MOSES 宏可在时域模拟过程中
读取这些荷载并将其应用到 MOSES 模型，从而计算海水
压力和惯性荷载以进行详细的结构分析。

局域网并行计算
Bentley 的局域网并行分析服务可在公司的局域网上定义
虚拟或物理计算机节点的分布式网络。可在局域网内并行
处理多个 MOSES 浮式风机荷载模拟，从而节省了数月的
计算时间。

OpenWindPower 设计工况创建器
浮式海上风机基础的设计和分析需要计算成千上万种具有
不同风力、波浪和风机荷载的模拟。内置的 MOSES 自动
化工具可在数分钟内导入由空气动力学求解器生成的多个
荷载时间序列，与容易出错的手动作业创建相比，可节省
数周时间。MOSES Executive 界面简化了所有输入和结果
数据文件的管理。

基于程序应用接口（API）的结构后处理
通过内置 SACS 模块进行基于行业标准的结构规范检
查和疲劳处理，可对来自通用求解文件 SQLite 数据
库 (CSFDb) 的所有板梁应力进行后处理。全面的 SDK/
API 可用于自动对结构结果进行提取和后处理，以快速优
化设计方案。结构结果的完全交互式可视化可用于快速识
别高应力区域。

OpenWindPower-Siemens Femap 接口界面
通过 Femap 界面，您可以在 Femap 中对过渡或组件和其
他复杂几何图形建模并将其导入 SACS 和 MOSES 中。

原生 SQLite 结果数据库
在工作流的所有阶段，导出的 MOSES 结果都存储
在 SQLite 数据库中，可实现快速、高效的数据可视
化。MOSES Executive 包含用于查询、过滤和绘制结果的
高级工具，可对浮式风机模型进行可视化和动画处理。

MOSES 中的半潜式浮式风机平台

系统要求

OpenWindPower Floating Platform 概览

操作系统
Windows 8、Windows 10

MOSES Modeler

处理器
Core2 或更高 CPU

• 快速、有效且直观的浮式风机结构水动力和结构
几何建模

连接器
• 悬链线系泊缆绳带有浮标或配重块
• 杆单元具备大挠度梁性能，可精确模拟系泊缆绳
和电缆的动力特性

内存
建议最小 4 GB

• 用于创建简单的箱形、立柱和圆杆形的三角网格
建模

硬盘
至少 4 GB 可用磁盘空间

• 用于对更复杂的几何图形进行建模的高级三维
NURB 曲面

显示
支持 Open GL 或 DirectX 的显卡

• 从 *.ply、*.gdf、*.3dm、IGES 和 DXF 格式的文件导
入现有几何图形

分辨率不低于1024x768、显存不
低于512 MB的显卡

• 通过 Microsoft Excel 宏进行参数建模

• 快速计算整个系统响应

• 分配 MOSES 结构中的 classes，elements，pieces，
parts 以及 bodies

• 从 DNV 的 Bladed 自动导入空气动力学求解器得到
的时间序列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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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ES Executive
• 通过 MOSES 项目管理器跟踪所有分析和风机模型
文件
• 通过上下文相关的帮助以及命令和突出显示选
项，可以轻松地编辑分析文件
• 交互式报告、绘图和三维模型可视化

MOSES 语言

• 用于指定系统行为并执行复杂分析的强大而灵活
的语言
• 宏、循环和条件执行

• 使用多个索具和吊钩进行提升、放下或倒置
• 激活或取消激活来模拟破裂或重新装配
• 非线性弹簧，仅拉伸或压缩

时域分析

• 单体或多体模拟
• 海流、不规则波浪和/或风
• 可分析多个body的运动
• 动态注入和清空舱

结构规范检查
• 板梁单元分析
• 线性、非线性和频域分析
• 通过子空间迭代进行模态分析
• 提供 API、AISC、NORSOK 和 ISO 规范校核

水动力学

• 按照 DNV-RP-C201 和 DNV-RP-C202 执行板筏面板
检查

• 三维衍射和莫里森方程

• 使用 Postvue 进行交互式结果可视化

上海
上海市静安区延平路 135 号
静安 WE 大厦 B505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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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适应网格划分在水线处修剪和细化水力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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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 DNV-OS-J103 的频域压力可视化

• 按照 API（包括第 21 版附录）、HSE、DNV、DS449
和 NORSOK 规范推荐的 SCF 计算

• 以 WAMIT 文件格式导出的静水力和水动力数据，
用于风机整体空气动力学模拟

• 按照 API（包括第 21 版附录）、AWS、HSE 和
NORSOK 厚度相关规范推荐的 S-N 曲线

• 非线性、波浪慢漂力
• 重心处或外部位置的 RAO（响应幅值算子）

疲劳寿命评估与重新设计
• 谱、时间历程和确定性疲劳分析

• 雨流计数循环计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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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1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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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WindPower Floating Platform 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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