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lding Structure

建闻天下

老孙工程笔记之二：实践出真知
——回顾结构与岩土相互支持与北京地基设计规范发展历程
孙宏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基基础研究室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始建于 1949 年，办公地
点屡次变动。自 1953 年迁至复兴门外南礼士路之后，
改组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此后常被称作“北京建
院”，至今已经整整六十年了。北京勘测机构最初也
始建于北京建院。北京地基设计规范凝结了几代工程
师们的智慧、几十年付诸工程实践的丰硕成果，结构
与岩土工程老前辈们精诚合作，使得这部规范不仅起
点高，能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且技术特色鲜明。笔
者学习并应用这部规范已经二十年了，笔记不少、收
获良多，再次翻阅相关技术资料并整理访谈笔记、工
作日志等汇集成文，藉本文记述老前辈们实践出真
知、学以致用、报效祖国的执着追求以及北京地基设
计规范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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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勘测机构的创建
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1949 年后城市建设迅速

入器为对开式，锤重 63.5kg，落距 76cm。同年下半年，
袁炳麟先生毕业后参加了勘察工作。张国霞、袁炳麟
先生均获得了“中国工程勘察大师”称号。永茂建筑
公司设计部调研组扩大为勘测科，勘察人员至年底已
发展到 70 人。1952 年完成的主要工程勘察有儿童医
院、同仁医院、南苑 211 厂、虎坊路旅馆、文津街北
京图书馆书库等。全部工作都是在边摸索边学习中进
行，提交的勘察报告仅是一张简图和简要说明。
据张国霞先生回忆，杨宽麟总工当年可谓艺高人
胆大，在设计北京和平宾馆时巧妙地采用了“以浮筏
基础原理设计的满堂基础”，将几千年来用于建筑地
基的灰土垫层的传统做法创造性地应用于近代高层
建筑的地基，并且“用他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
的理论基础，以非常心平气和与使人信服的冷静态
度”耐心讲解，“上了一堂最生动、最实际、最深刻

发展，建设规模愈来愈大，在城市建设规划和工程建
筑的设计、施工中，对及时掌握自然条件、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条件的客观要求也愈来愈迫切。而在此之
前，鲜有地基勘察设计方面的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
原“北平市工务局”所制订的建筑管理条例中仅规定
“所有建筑地基的设计承载力为每平方米十吨”，建
筑地基的情况和处理凭工程师或承包商的经验判断。
最初于 1951 年 9、10 月间，在钟森同志领导的

和富有创造性的地基和基础的课”；“在杨先生的健
康已经出现问题、体力全面衰退，即将进入病危阶段
但尚能独立活动的最后一刻，有一天他带着他所心爱
的原版精装土力学经典著作
Terzaghi & Peck: Soil Mechanics in
Engineering Practice（国内译为“工
程实用土力学”，原著共有三个版
本，图示墨绿色封面的是第一版于

永茂建筑公司设计部内开始筹建勘察组织，并购置勘
探、试验设备，创办勘察事业。

1948 年出版，第二版于 1967 年出
版，1996 年出版了第三版），从他

1952 年永茂建筑公司设计部内成立调研组，由张
国霞工程师负责，开展工业与民用建筑勘测工作。张
国霞先生毕业于上海圣
约翰大学，留学美国专

家里一直骑自行车到我家，亲自将
书送给了我”。这不仅是令晚辈感动的师生情义，更
是结构与岩土相互支持的情怀，无限感慨，难以用言
语表述。

修土力学并获得硕士学
位，放弃了美国优越的
工作及生活条件毅然回
国投身国家建设，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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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岩土工程事业，被誉
为一代宗师，实至名归。

与分析，专注于岩土与结构相互作用研究。《北京地区建筑

1952 年 6 月，张国霞研
制成功一台标准贯入试

措施（2009 版）地基与基础分册编委。国际土力学及岩土

验设备，并在同仁医院
工程勘察中使用，其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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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永茂建筑公司设计部由东厂胡同迁到复
兴门外南礼士路后，改组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在副
院长沈勃的具体领导下，成立勘测室，由韩芳任副主
任，下设钻探、测量两科，钻探科科长张国霞，副科
长袁高原。1953 年 1 月 25 日下达了专家招待所（友
谊宾馆）勘察任务，至 5 月 9 日完成主楼工程（五~
六层框架结构）地基勘察，提交了报告。许多年过去
了，笔者与袁炳麟大师谈及勘察与设计如何更好地衔
接，与胡庆昌先生一道骑车赶去友谊宾馆工地验槽的
往事，袁大师仍记忆犹新，并叮嘱我在工作中作为岩
土工程师要与结构工程师相互支持、取长补短、密切
合作才能做好地基基础设计。

北京市百货大楼

位观测和全面综合整理资料方面获得了很大的进展，
因而对地质测绘和地质规律研究的重要性有了进一
步的认识，开始根据土的成因时代来研究土的性质，
把土质较软的新近冲积层作为单独的一种成因类型
的土，从一般第四纪老土与人工填土中区分出来。起
初，由于对这一类土缺乏认识，在工程中出现过很多
问题，一些房屋在使用后出现了不均匀的基础沉降，
严重时造成了房屋不同程度的裂缝，引起了工程界对
地基土的重视。在工程事故的调查和分析中，张国霞
先生认识到这是一种特殊的土，具有独特的工程特
性，因其具有实际的工程意义，得到国内同行广泛认
可，定名为“新近沉积土”并纳入国家标准《岩土工
程勘察规范》、《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20
新近沉积土

18

一般第四纪土

北京和平宾馆（1952 年建成，地上八层）

1954 年，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勘察力量有所加强，
在学习苏联勘察技术规范及实践锻炼后，技术业务水
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并设置了地基基础组、资料组、
试验室等专业部门，自 1 月 18 日开始进行王府井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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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大楼工程勘察（程老总当年参与了百货大楼设计，
据他回忆基础设计在此之前已经完成，并认真地叮嘱
再核实勘察时间。经查北京城市建设勘察大事记系此
时间，推测因为工程当时的特殊情况可能是边设计边

在 2009 年出版的北京地基设计规范中，“新近
沉积土”被列为正式术语。新近沉积土的形成及分布

勘察），至 3 月 31 日完工，提交了勘察报告。
1955 年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勘测室与北京市城市

与古河道有密切的联系。三里河某工程，持力层是卵
石层，原认为是很好的地基，施工时却在砂卵石层中

规划管理局扩大局所属工程地质勘测所、测量队合
并，成立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至此，北京市建立

连续挖出青砖、陶片，因为疑虑重重，工程不得不停
了下来，在调查地层成因年代的过程中结识了正在研

了专门为城市建设服务的工程勘察机构。
由于合并以后，勘察技术力量有了加强，地下水

究金口河的北大岳升阳老师，从那时候起至今已经合
作研究多年。由新近沉积土与老土压缩模量的对比可

新近沉积土与老土压缩模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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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对于塑性指数相同的黏性土，两者压缩模量
值差别明显，而且研究发现压缩模量相同时，新近沉
积土比老土的沉降量大，容易出现不均匀沉降而造成
房屋倾斜或开裂。判别新近沉积土真可谓是一门功

在苏联是受设计工作者遵守的。我们绝不应忽视规范
的作用，因为它指示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在没
有地基规范之前，大家在设计地基时，都依靠经验。
有的趋向保守，造成浪费；有的在安全方面出了问题，

夫，既要避免误判为新近沉积土而造成浪费，更要防
止误判为老土而导致工程安全隐患，因此在工程中需
要认真甄别。
2
北京地基设计规范发展历程与历史沿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号召“全面学习苏联”，苏
联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物及构筑物天然地基设计标准
及技术规范》
（ниту6-48），常简称为“苏联 48 规范”，
在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它是最先进的规范，是解决地
基问题的有力武器”
1952 年 10 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勘测室在同仁
医院进行工程勘察时，应用平板载荷试验（早期亦称
为荷重试验），结合标准贯入试验，得出地基土的允
许（容许）压力值。该试验对地基土不产生扰动，可
避免采样过程中应力释放的影响，确定的地基承载力
可靠。

而使建筑物受了损失。有了地基规范，就使大家在技
术的进步上有了方向，不至于盲目地决定问题。对于
我们主要的帮助有：1）明确了土的分类——土的分
类以往很混乱，用了地基规范使大家明确了土的分
类，尤其是根据塑性指数来作黏土类土的分类办法比
较迅速而合理。2）将钻探试验和设计工作联系起来
——1952 年以前大家不重视钻探工作，仅就表面土层
来作结论。学习使用地基规范之后，各单位才组织钻
探队，钻取土样以作分析。以往我们虽然学过土力学
和各种试验，但是一直没有把它和设计工作联系起
来。3）明确了砌置深度的观念。4）普遍地提高了地
基耐压力——一年来通过使用地基规范，大家对于北
京的地质情况有了普遍的认识，所以对于地基耐压力
是有把握地提高了。5）使用地基规范是学习确定天
然地基耐压力的有力武器——以往对于地基耐压力

1956 年初开始在勘察中结合北京地区的具体情
况，参考使用苏联 ниту127－55 天然地基规范后，又

的决定需要有多年经验的工程师，有了地基规范，对
于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同志掌握地基问题的发展是迅

对一些重点工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沉降观测总结，对
北京常见的几种不同土质类型在一般压力下的压缩
模量获得了一些比较确切的数字，从而提高了技勘结
论的可靠程度，也在土质鉴别及地基基础设计方案的
技术水平上提高了一步，同时对按许可变形设计地基
的概念以及野外载荷试验的作用获得进一步的认识。
1962 年，北京市勘测处张国霞等研制成功钎探试
验设备，即轻型动力触探试验的设备。该设备锤重

速的。6）对大孔土开始加以注意，并学习了如何处
理。”

10kg、落距 50cm，并应用于工程实践。70 年代中期，
研究得出触探深度可以加深到 6m，可用于评价一般
第四纪沉降的黏性土和粉土、新近沉积的黏性土和粉
土、人工填土和变质炉灰。
当年老前辈们认真学习，但并没有全盘照搬苏联
规范，注意因地制宜、因工程制宜并且及时总结工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平板载荷试验现场照片

实践经验：“苏联专家波良柯夫报告中说‘当规范
（ниту6-48）还没有出版时，苏联是根据野外试验及
化验室的分析来进行土壤承载力的判断。在头两个五
年计划当中，在大规模的工业和民用建筑中积累了各
种不同条件下土质的大批资料和很多经验。这就使我
们总结了这些资料并根据它们制定了规范，它大大地
减轻了设计工作者——土建工作者的劳动，并且显著
地减少了土质的分析工作，而先前的大量荷载试验不

胡庆昌总工曾嘱咐我说搞地基设计要胆大心细，

仅需要耗费体力，而且每次试验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
间。’可见规范是苏联在建设中多年的经验总结，它

还特别讲了民族文化宫的实例。“根据刨槽后验证结
果，除西翼南部为粉砂外，其他均为细砂。又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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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后的沉降观测结果，所有基础的下沉量都在许可
的范围以内而且大部分都只有 2cm 左右，证明所采用
的基本计算强度值是很安全的；这也说明北京砂类土
的密实度按孔隙比的划分标准应该根据北京地区的

原理与应用。
规范是工程实践中成熟的工程经验总结，不会是
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下面以高低层
建筑之间不设永久沉降缝为例加以说明。

实际情况重新统计求得，苏联 127-55 规范表 3 中所列
数字只可作为一般性的指示来采用。”
第一届全国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讨论意
见提出“地区性地基规范是大家注意的问题。在北京、
天津、成都、上海等地，都已经制订了试用的地区性
地基规范；…在这些地区性地基规范的编制工作中，
对于土的分类、土的物理性质和力学性质的相互关
系，以及在建筑物的极限变形值（最大的容许变形值）
等各方面，都能够认真分析当地的地质条件，建筑经
验和沉降观测资料，制订了切合当地条件的条文，这
和我国过去的某些规范搬用外国经验完全不同了。”

在一般房屋结构的总体布置中，考虑到沉降、温
度收缩和体型复杂性对房屋结构的不利影响，常常采
用沉降缝、伸缩缝或防震缝将房屋分成若干独立的部
分，从而消除这些因素对结构的危害。因建筑功能上
的需要，在高层主楼周边往往配置有低层裙房，由于
两者层数、荷载相差大而导致基础出现过大的差异沉
降量。起初沿用了设缝这一传统的处理措施。北京饭
店新楼，主楼为 17 层（最初设计为 25 层）且设有裙
房，设沉降缝分成了高层主楼的Ⅰ段、Ⅱ段、Ⅲ段、
前厅与小餐厅共 5 个部分。
小餐厅(2 层)

Ⅰ

Ⅲ
Ⅱ

前厅(1 层)

北京饭店平面示意

胡庆昌总工

民族文化宫的代表性地层剖面

北京地基设计规范的年表如下所列：

后来发现，设缝未必能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地
震时常因为相互碰撞而造成震害。实际工程中还发现
设置沉降缝未必能解决差异沉降的问题。有的工程，
根据预估的差异沉降量，特意加高了主楼室内地坪标
高，然而沉降差却始终未能消除。根据建筑沉降变形
观测，由于相互影响，北京饭店新楼的Ⅰ段和Ⅲ段均
表现为短向倾斜的沉降形态。

第一版，1961 年的《北京市区建筑地基设计暂行
办法》（1960-1961 年间编制）

因此，富于探索精神的工程师们开始研究高低层
（主裙楼）之间不设永久沉降缝的措施并尝试着运用

第二版，1971 年的《北京市平原地区建筑地基设
计规定》（1971 年试行稿）
第三版，1986 年的《北京市平原地区建筑地基基
础设计规定》（一九八六年修订稿）

于工程实践。程懋堃大师总结：“自 1980 年设计西
苑饭店工程开始，我院已在许多工程设计中，采取高
层建筑与其裙房之间不设沉降缝的设计方法，并都取
得了成功”。北京的西苑饭店、新世纪饭店、长富宫

第四版，1992 年的《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
设计规范》（DBJ01-501-1992）
第五版，2009 年的《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
设计规范》（DBJ11-501-2009），笔者得到张在明院

中心等高层主楼与低层裙房之间未设置永久沉降缝，
均取得了成功。高低层建筑之间不设变形缝的设计方
法，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设计创新，也是结构工程师
与岩土工程师精诚合作的成果。经过工程验证与经验

士和沈小克勘察大师提携，有幸参与了修订工作。
3
北京地基设计规范核心技术特色

积累，写入了 1992 年版的北京地基设计规范。
北京西苑饭店新楼工程是第一个中外合作设计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的基本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
合，在解决地基基础实际工程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

的高层建筑，程懋堃大师当年是结构设计总负责人，
在结构设计过程中根据国外建筑师的要求和当时结

成了北京地基设计规范的核心技术特色——按变形
控制与条件确定地基承载力以及地基基础协同作用

构设计水平，完成了很多对当时技术规范的创新和挑
战，例如地基基础设计，考虑高层（23 层）与裙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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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天然地基方案并且高低层建筑之间不设永久沉
降缝改为沉降后浇带。在当时，根据我国有关规范规
定，对此种平面复杂，主楼与四周裙房高差悬殊的建
筑，要求设置变形缝（沉降缝）、防震缝和伸缩缝；

均采用筏板基础，基础底板南楼为 1m 厚，北楼为 1.1m
厚。基础梁南楼为 1m×3m，北楼为 1.2m×3.5m，裙
房采用独立柱基。高低层相连处不设沉降缝，采用下
列措施解决不均匀沉降产生的不利影响：1）高低层

但主楼里面为锯齿形，在高层主楼与裙房 B 座之间的
三层有游泳池，建筑装修要求高，从建筑设计要求不
允许设变形缝。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终将高层主楼（23
层）和 3 层的裙房连在了一起，不仅满足了建筑的要
求、缩短了工期，而且整体抗震性能也提高了。该工
程获得了全国首届优秀建筑结构设计一等奖。
北京新世纪饭店，北楼地上 35 层（高 111m），
南楼地上 17 层（高 71m），地下部分南北楼及裙房
连成一片，地下两层，基础深度为地面以下约 15m，
基础持力层为砂卵石层，局部为粗粉砂。南北楼高层

之间设后浇施工缝，待高层主体完工后再浇灌；2）
扩大高层部分的筏基面积，降低基底压力。北楼实际
地基压力为 475kPa，南楼为 350kPa，而提高裙房单
独柱基地基的承载力，按 600kPa 进行基础设计；3）
裙房与高层相邻的柱基处设置 0.5m×1.2m（南楼）及
0.5m×1.5m（北楼）的基础拉梁。裙房其他部位的柱
基由于地基比较好，不设基础拉梁，仅在地面混凝土
垫层中沿柱网设计构造钢筋（参见基础平面）。该工
程获得了全国第二届建筑结构优秀设计一等奖。

北京西苑饭店外景
北京新世纪饭店

齐五辉总工同样是我非常敬重的结构大腕，继任
北京院结构总工之后，他大力推动工程应用型科研工
作，大胆运用新成果。
北京 CBD 核心区 Z15 地块的中国尊大厦地基基
础设计，在齐总的部署下，由岩土工程师与结构工程
师共同组成设计团队，运用最新研究成果——基于差
异变形协调与控制原理的高层与超高层建筑地基基
程懋堃大师在办公室工作

础设计方法，果断地依据桩-土-结构协同作用数值分
析 成 果 进 行 复 杂 工 况 的 工 程 判 断 （ Engineering
Judgement），激励了设计团队不断创新。

中国尊效果图
北京西苑饭店实测沉降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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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宜。
老前辈黄强先生在总结学习使用苏联 48 规范时
曾告诫：“不过我们也不应把它看作万灵丹来机械地
使用。规范是做初步设计时用的，技术设计阶段应用

基于差异沉降控制的桩筏基础设计

验选取合理的模型尺寸、模型参数所完成的精细建模
与计算，作为结构设计依据，并且根据数值分析不断
分析验证桩筏基础调整方案，包括调整筏板厚度、取
消所有抗拔桩、优化主塔楼基桩支承刚度（调整桩长
与桩径），分析判断主塔楼筏板整体挠度值小于
0.05%、主塔楼与裙楼之间差异沉降小于 0.1%l，因此
施工图设计方案在超高层主塔楼与裙楼之间取消了
沉降后浇带，实现了桩筏基础精益设计的创新。

力学试验结合上部结构来决定，而更不可少的是设计
工程师的经验和他的理论基础，规范可以促使他们在
考虑问题时更有根据而不应死板的套用。”
在工程实践过程中，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学以致用、实践出真知的执业追求与工作作风，逐步
形成特色鲜明的技术规范。求真务实的执业精神是北
京地基设计规范发展历程所凝聚的宝贵精神财富之
一，在当下社会环境下，更显弥足珍贵，值得保持与
发扬。
程总和袁总合作多年，曾共同主编 1992 年版的
北京地基设计规范。1993 年春的规范学习班，那是我
工作以后第一次听两位大师讲解北京地基设计规范，
专业上的入门与提高离不开老前辈们的引领，二十年
之后，有幸聆听老前辈们讲工程和规范背后的故事。
袁总说“程总胆子大”，程总则讲“袁总是我的坚强
后盾”，他们之间的战友情兄弟义，不仅令人难忘，
而且最能体现出结构与岩土紧密合作。两位老总的言
传身教，令晚辈受益匪浅。

桩-土-结构协同作用计算分析模型

程懋堃大师与袁炳麟大师（摄于 2013 年春节）

三十年之前，高低层建筑之间，北京西苑饭店首
次取消了变形缝、优化为沉降后浇带，成功地解决了
地基基础工程难题。三十年后，超高层主塔楼与裙楼
之间，北京中国尊再一次率先优化取消了沉降后浇

“土木之工，根基岩土”与所有土木工程师共勉。
继往开来，期待结构与岩土精诚合作书写新篇章。
谨以此文向老前辈们致以崇高敬意。

带，实现了新的设计创新。
4
体会
规范写了的就照搬，规范没写的就不会做，会的
也不能做，因为规范里没写。所谓的“唯规范论”是
要不得的，规范规程无一不是在总结已有成熟工程经
验基础上制定的，必定是实践在先而总结在后，而且
规范规程均需要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工程实践发展而
不断修订完善，所以使用规范规程，不仅要知其然，
更要知其所以然，还要知其适用条件、限制条件，做
到灵活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因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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