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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题解（四）
——地基基础部分
张庆芳，申兆武/ 石家庄铁道大学
【题 1~4】某柱下扩展锥形基础，柱截面尺寸 0.4m×
0.5m，基础尺寸、埋深及地基条件见图 1。基础及其
以上土的加权重度取 20kN/m3。

3.假定粘性土层的下卧层为淤泥质土，其压缩模
量 Es=3MPa。
假定基础只受轴心荷载作用，且 b1=1.4m；
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柱底的竖向力
Fk=1120kN。试问，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软弱下卧
层顶面处的附加压力值 pz（kPa），与下列何项数值
最为接近？
A.28
B.34
C.40
D.46
解答过程：依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02）的 5.2.7 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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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柱底的竖向作用力为
Fk=1100kN，力矩 Mk=141kN•m，水平力 Vk=30kN。
为使基底反力在该组合下均匀分布，试问，基础尺寸
b1（m），应与下列何项数值最为接近？
A.1.4

B.1.5

C.1.6

D.1.7

解答过程：当基底反力均匀分布时，外力对基底
中心轴线的力矩为零，即：
141+30×0.75-1100×[（b1+1.4）/2-1.4]=0
解方程得到 b1=1.7m，故选择 D。
2.假设 b1=1.4m，试问，基础底面处土层修正后的
天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a（kPa），与下列何项数值最
为接近？
A.223
B.234
C.238
D.248
解答过程：依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02）5.2.4 条，fa 按照下式计算：
f a  f ak   b (b  3)  d  m (d  0.5)
今 e<0.85，IL<0.85，查表得到 ηb=0.3，ηd=1.6。
b=2m<3m ， 取 b=3m 。  m  17.5  1  19  0.5 1.5 =18
kN/m3，则：fa=205+1.6×18×(1.5-0.5)=233.8kPa。
故选择 B。

选择 B。
4.假定粘性土层的下卧层为基岩。假定基础只受
轴心荷载作用，且 b1=1.4m；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时，
基底的附加压力值 p0=150kPa。试问，当基础无相邻
荷载的影响时，基础中心计算的地基最终变形量 s
（mm），与下列何项数值最为接近？
提示：地基变形计算深度取至基岩顶面。
A.21
B.28
C.32
D.34
解答过程：依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02）的 5.3.5 条计算。
由于 p0=150kPa<0.75 f ak =0.75×205=153.8 kPa，
E s =9MPa，查表 5.3.5，得到：
0.7  0.4
 s  0.4 
 (15  9) =0.625
15  7
由 l / b =1.4/1=1.4， z / b =4/1=4，查表 K.0.1-2，得
到  1 =0.1248。故有：
p
150
 s 0 z1 (4 1 )  0.625 
 4000  (4  0.1248)
Es1
9000
=20.8mm
选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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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5~7】某高层住宅，采用筏板基础，基底尺寸 21m
×30m，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乙级。地基处理采用水
泥粉煤灰碎石桩（CFG 桩），桩直径为 400mm。地基
土层分布及相关参数如图 2 所示。

6% 

0.42
(1.05 s) 2

解出 s=1.56m，选择 B。
7.假定该工程沉降计算不考虑基坑回弹影响，采
用天然地基时，基础中心计算的地基最终变形量为
150mm，其中基底以下 7.5m 深度土的基础变形量
s1=100mm，其下土层的地基变形量 s2=50mm。已知
CFG 桩复合地基的承载力特征值 fspk=360kPa。当褥垫
层和粉质粘土复合土层的压缩模量相同，并且天然地
基和复合地基沉降计算经验系数相同时，试问，地基
处理后，基础中心的地基最终变形量 s（mm），与下
列何项数值最为接近？
A.80
B.90
C.100
D.120

图2
5.设计要求经修正后的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不
小于 430kPa，假定基础底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
γm=18kN/m3 ，CFG 桩的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为
Ra=450kPa，桩间土承载力折减系数 β=0.8。试问，该
工程的 CFG 桩面积置换率 m 的最小值，与下列何项
数值最为接近？
提示：地基处理后桩间土承载力特征值可取天然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A.3%
B.5%
C.6%
D.8%
解答过程：依据《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79
—2002）的 3.0.4 条，取 ηb=0，ηd =1.0。再依据《建筑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的 5.2.4 条，
有：
f a  f spk  b (b  3)  d  m (d  0.5)=430kPa

从而 fspk  f a  1 18  (7  0.5) =313kPa。
依据《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02）
的 9.2.5 条，可得：
m

f spk   f sk
Ra / Ap   f sk



313  0.8 180
=0.049
450 /(  0.22 )  0.8  180

选择 B。
6. 假定 CFG 桩面积置换率 m=6%，桩按等边三
角形布置。试问，CFG 桩的间距 s（m），与下列何
项数值最为接近？
A.1.45
B.1.55
C.1.65
D.1.95
解答过程：依据《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79
—2002）的 7.2.8 条，等边三角形布桩时，m= d2/de2，
de=1.05s。于是有：

22

We learn we go

解答过程：依据《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02）的 9.2.8 条，基底以下 7.5m 深度范围内土
层的压缩模量为该层天然压缩模量的 ζ 倍，ζ=fspk /fak
=360/180=2，于是，基础中心的地基最终变形量为：
s= s1 /2+ s2 =100/2+50=100mm
故选择 C。
【注】更多内容，请关注《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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