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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孙工程笔记之一
孙宏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基基础研究室
从结构到岩土
我是一名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国际土力学
及岩土工程学会会员。而念大学时的专业是工民建，
毕业之后从结构转到岩土，与原本所学专业和最初的
执业理想并不相同，至今已超过二十个年头了。
大四毕业设计时被派到北京院四所的结构组，在
工程师指导下参与实际工程设计，因非常喜欢画图和
分析问题，所以当时一心想做结构设计。而毕业时被
分配到北京市勘察院，工作变成了岩土工程勘察，开
始和岩土打交道。刚开始参加工作的半年，要先在勘
探班组实习劳动，经历了从酷暑到严冬的野外作业。
冬天在工地干活时，一次巧遇大学同学——睡在我上
铺的兄弟，自打毕业彼此没见过面，所以特别高兴，
他本想请我去吃饭，不过看过我当时那一身行头，他
犯了难——正值寒冬，我穿了件掉了扣子的旧棉大
衣，腰里捆着电线，身上脸上溅的满是泥点，手套上、

他马上通知秘书把此图传真给美国办公室，他说这份
资料非常重要，要让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第一时间获
知。这件事让我深受启发，深切感受到岩土的学问不
简单，故记忆犹新。

图1

古河道分布图

大头鞋上沾的全是泥浆，灰头土脸的。他非常纳闷：
你怎么混成这模样了？为了探究外业劳动的目的和
意义，劳动之余，我把大学课本翻出来看，才发现《土
力学与基础工程》最后一章讲的是工程勘察。再后来
听了袁炳麟和程懋堃等老总们讲解北京地基基础勘
察设计规范，顾宝和总工讲解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
规范，张旷成总工讲解高层勘察规程，获益匪浅，逐
渐理解了所从事的工作。但过了一段时间想来想去觉

紧接着是另一项有难度的工程——百盛大厦二
期（现在每次走入院大门时，都会望到它的尖顶），
其开挖深度达到 17m，基坑支护难度大，而且五层过
街楼横跨成方街将老楼与新楼连起来，南边接到老
楼，用人工挖孔扩底桩来支承，北边则直接落在新楼
上，如何解决不均匀沉降问题和保证基坑边坡的稳固
都是至关重要的岩土工程问题。再后来的望京 K4 区
高层住宅楼，原本已确定采用 CFG 桩复合地基方案，

得自己还是更适合做设计，于是很想从岩土转回结
构，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庆幸当时没有转成。

经过重新勘察，最终改为天然地基方案，节省了造价、
缩短了工期，在这一过程中，自己作为项目负责人得

1995 年春天，北京一项涉外工程由我来负责，外
方设计是 SOM。在工地通过核对各个钻孔的资料，我
发现了古河道，走向西南至东北、贯穿整个场地，而
且高层的基底之下仍有淤泥层，对结构安全非常不

到全面的锻炼，并曾得到了袁炳麟、张在明（院士）、
沈小克三位勘察大师的指导与点拨，终身受益。
经过工程的磨炼、挫折的洗礼以及前辈们言传身
教，逐步认识到了岩土工程的重要性和岩土工程师的

利。我马上勾勒出古河道平面展布图并布置补孔以进
一步查清软土厚度和分布范围，同时向甲方及 SOM
工地代表汇报这一情况。很快，SOM 的结构工程师从
美国飞到北京约见我们专门讨论地基问题，我在张在

责任，下定决心搞岩土工程这一行了。因岩土与结构
的不解之缘，在毕业实习的多年以后，回到北京院。
然而工作内容与工作环境的转换，并非一帆风顺，就
好像是从主力队员忽然一下子变成了板凳队员。面对

明总工和沈小克副总工带领下参加了会谈。来的这位
老兄是典型的美国白人，比我足足高出一头多，好在

困境冷静思考，此后一方面积极参与地基基础设计，
及时帮助解答疑难问题，一方面埋头学习土力学基本

大多数时间我们是坐着讨论问题。但当他看到我画的
标注了古河道的平面图时，如获至宝，把平面图摆在

理论，通过研读土力学及岩土工程经典著作并结合工
程实践阅历与经验加以反复揣摩，得以领悟岩土工程

办公桌上仔细观瞧，然后用记号笔认真地进行了标
注，一边标注还一边征求我们的意见。做好标注之后，

之核心，更加专注于土与结构相互作用（Soil-Structure
Interaction）的工程应用研究。如今回想起来，仍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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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那段清心淡泊、青灯黄卷的日子。
地质条件千差万别、工程难题层出不穷，越是复
杂疑难的地基基础问题，越需要岩土工程师与结构工
程师密切配合，才能更好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土

怕水，如果由于下雨或者周边管道漏水导致土体浸
水，则会造成抗剪强度指标下降，这时很容易出现问
题，故有“十次事故九次水”的说法，亦有“岩土工
程”是“岩土+地下水的工程”的提法。

木之工，根基岩土”，今后会有更多学以致用的机会，
需要坚持“把岩土当学问做”的执业理念，继续钻研
岩土的学问。

（3）含水量与含水率
生活中常常听到有人讲“给多少水，和（huo）
多少泥”，这里面的道理其实并不简单。就说说技术
层面的吧，和泥如同和面，水的多与少，就有软面和
硬面的分别，也就是所谓的“硬面饺子、软面饼”，
其实这当中就有含水量的概念。含水量的概念，并非
单指水的数量，而是水与面粉的比值。因其是比值的
含义，所以现在的规范术语已经改为“含水率”，是
更为严谨的。由天然含水率、界限含水率（液限、塑
限）可以推算出塑性指数和液性指数，用于土的工程
分类和描述土的状态。

笔记三则
（1）胶泥和黏土
验槽时的一次对话，问“槽底是什么土？”，答
到“是胶泥”，
“术语不准确，应该讲是重粉质黏土” ，
看来这土里头的学问挺深的。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
勘察设计规范将塑性指数大于 10 且小于等于 17 的
土，划分为粉质黏土和重粉质黏土，塑性指数大于 17
的土定名为黏土，详见下表。
塑性指数

北京规范

10 < Ip ≤ 14

粉质黏土

14 < Ip ≤ 17

重粉质黏土

Ip > 17

黏土

国标岩土勘

国标地基规

察规范

范

粉质黏土

粉质黏土

黏土

黏土

胶泥的叫法也是有来头的。小时候玩泥巴，要找
特别黏的，当时说的就是“胶泥”。同样一块儿土，
如果土不黏，就做得特别厚，不然的话容易漏，这样
一来，拍出来的往往是闷声，而土越黏，做的泥碗就
越薄，拍在地上的响声越大，那真叫“掷地有声”。
这种特别黏的土，按工程分类术语就是黏土，称作胶
泥，也不无道理，因为根据粒组的划分界限，粒径小
于 0.002mm 称之为胶粒。小时候，大院里经常挖地基
或挖沟，常常能找到黏土，褐色的，做成一个个长方
形小块儿，软软的黏黏的，美其名曰“巧克力”，在
那个时代，常引得我们浮想联翩。
（2）暖气沟里的地道战
记得小时候大院里敷设暖气管道，沟挖得很深，
而且在路口东西和南北管道交叉，因此在沟下面还掏
挖了洞，后来被小孩子们发现了，玩开了地道战，蹿
上跳下、爬来爬去的，不亦乐乎。沟是很深的，而且
当时几乎没有放坡，更没做支护，当时只顾着好玩，
谁也没觉着会有什么危险，现在想起来，挺后怕的，
因为不仅是沟挖得深，而且挖出来的土就在沟边上堆
着，实际上构成了坡顶的超载，对于边坡安全影响很
大。但是为什么当时沟壁近乎直立且历经十数天，没
有塌方没有险情，似乎很稳定很安全。其实不然，看
似安全是因为饱和土变成了非饱和土，随着基质吸力
的增加，土体抗剪强度指标增大了。而在这个时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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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不打桩 吃肉喝汤
吃肉喝汤，有肉有汤，本是或惬意或快哉的乐事，
忽听闻“你要是不让别人吃肉，别人就让你连汤都喝
不上”。听似是忠告，可细细想来，总觉虽逆耳恐非
忠言。讲讲亲历的三件事。
其一，某重点工程，被请到现场商议桩基如何优
化设计，款待功夫茶且由总包一把手亲自侍茶，几杯
过后，总经理讨教何为优化，明曰讨教恐有弦外之音，
故答曰阁下以为如何，出乎所料，他并不绕圈子，直
言“把两千万的打桩费用变成三千万，这叫优化！”
道不同不相为谋，于是敬茶告辞。看来人家已经吃定
这块肉了，潜规则使然，吾等喝汤事小、失节事大，
不可助纣为虐，只得抽身而退。但并未一走了之，而
是加强了对桩基施工质量的检测，及时发现并解决了
桩基承载力问题，消除了安全隐患，规避了设计风险。
其二，长沙北辰三角洲 A1 写字楼（高 240m）。
设计之初，地质勘察报告提出采用桩基础方案，而且
当地专家支持者众，经过我们的仔细分析和详细计
算，可以不打桩，反复论证、据理力争，终得以实施。
2013 年 2 月结构封顶，实测沉降表明地基方案合理、
工程非常安全。求真务实是工程师的第一要务，至于
谁吃肉谁喝汤，已无暇多顾。
其三，是一则挡了别人财路的故事，某工程的多
栋高层（地上 24 层），由于担心地基的承载力不足，
准备采用 CFG 桩进行地基加固，其后经人推荐甲方找
到我们地基基础研究室咨询地基方案，经过对岩土参
数重新核算和地基变形的全面计算分析，判断应该采
用天然地基方案，即不必打桩加固。结论一出，有人
欢乐有人愁，因为马上就要签地基处理合同了，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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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人”是我的执业原则，推心置腹地与相关各方沟
通，终达成了共识。
置于当今社会大环境，始终恪守执业原则，的确
不易，冷暖无常，甘苦自知。然而信守“勿以善小而
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准则，特别是对于当下的社
会环境而言，更为可贵。笔者以为工程师“择善固执”
的执业素养乃治业治国之本。
作者简介：孙宏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
土）。目前就职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从事复杂地质与
工况条件的地基基础设计与咨询、超高层建筑桩筏基础设计
图 2 长沙北辰三角洲 A1 写字楼

与分析，专注于岩土与结构相互作用研究。《北京地区建筑

快到碗里了，不打桩的方案等于不让别人吃肉。很快
请托的电话来了，高抬贵手就可以分一杯羹。忠告也
随之而来，咨询的奖金才几个钱，还多担责任，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吃肉乎喝汤乎，
三思之后，工程无小事，“独立、客观、公正、对事

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编委，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

（上接第 18 页）
4
结论
（1）直接计算法源于规范，是规范验算公式变换
的另一种形式。基础设计由常规的验算方法转换为直
接计算条形基础宽度或矩形基础宽度与长度。一次计
算即可，有效地解决了常规验算方法重复计算的难题，
省时、省力，效率提高，且准确可靠，能服务并满足
工程人员的实际需求。
（2）直接计算法立足于下卧层或持力层承载力的
利用度达到 100%，所得基底面积为最小。该方法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经济合理，效益提高。
（3）直接计算法讲究实用、编排紧凑，实现图表
化、系列化和程序化，有利推广应用。矩形基础采取
长宽比，可根据柱断面及荷载偏心情况由设计者自行
选用，既方便灵活又实现可控。这是本方法的一个显
著特点，特别适合审图工程师参考。
（4）本文主要提供轴心荷载基础的设计方法，当
实际工程是偏心荷载基础时，除按本文方法计算外，
还应按常规方法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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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lay 三磊设计 878 项目荣膺
第十七届优秀工程设计项目三等奖
2013 年 7 月，三磊设计 878 项目获得第十七届优秀工
程设计建筑综合奖-公共建筑三等奖。此奖项由北京市规划
委员会主办，并委托北京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和北京城
市规划学会协办。评审团阵容强大，涵盖国内知名的大师建
筑师及建筑结构专家，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878 项目位于朝阳区酒仙桥附近，原为 878 厂区，紧
邻北京自发兴起的著名文化产业基地—798 文化产业区。该
建筑以“集装箱”为设计元素，体现独特的工业文化。设计
师巧妙地将普通办公空间及 LOFT 空间相结合，根据功能需
要将建筑化整为零,与院落景观融合为一体，形成尺度亲切、
层次多变的内向型空间感受。通透的室内外界面使空间感受
开放而活跃。连接不同办公区的中庭空间相互渗透，使各区
域在视线上可以交流，形成
看与被看、内外交错的关
系，营造出充满动感、激情
和意境的空间特质。
即将踏入 20 周岁的三
磊设计，以扎实的设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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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获得过多个集体及个人
奖项。这不但是团队实力的
体现，更是多年来对待每个
建筑作品努力寻求完美解
决方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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