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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项目基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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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很多时候是依据外部条件在做工作，地勘资料是结构专

业向甲方索取的最重要的、有时候是唯一的设计依据，地勘资料是否

准确、完整直接关系结构设计合理性。最新公布的 GB 55003-2021《建

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第 2.1.2 条规定：“地基基础工程设计

前应进行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勘察成果资料应满足地基基础设计、

施工及验收要求。”，通用规范每条规范都是强制性条文，这条的意思

是，结构设计必须是建立在有岩土勘察成果的前提下进行设计， 如

果没有依据岩土勘察成果进行结构设计，就是违反强制性条文。 

 

我们团队主要做古建、土遗址保护工作，今年初接到一个景观配

套项目，在一个大型人造湖岸边做一些古建造型的建筑，作为游客环

湖赏景、休息的亭台、长廊、楼阁等零散分布建筑，建筑并不复杂，

基本都是地上一层建筑，单体面积都不大，几十个单体加起来不到一

万平米。如果说复杂在于岸边标高变化较多，基础设计核对标高以及

处理临近关系很重要，但这只要认真对待不是难事。 

春节过后开始全面设计，甲方在三月份把大部分建筑的地勘资料

电子版提供给我们（后面简称为《三月版地勘》），没有正式地勘报告

纸质版，也没有外审合格的证明，这在以往项目很常见，并没有觉得

不正常，按照地勘条件开始做设计，到三月底我们把基础设计图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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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发给甲方，项目是三边工程，我们接着设计上部建筑。这里先把《三

月版地勘》中某个建筑的地勘报告内容摘录如下： 

 

①填土
mlQ
4 ：黄褐色，稍密，稍湿，硬塑。主要由粘性土组成，含植物根系，

局部含少量大块的混凝土碎块、碎砖、碎石及少量生活垃圾，成分不均。该层厚

度 2.30～6.80m，层底深度 2.3～6.80m，层底标高 398.48～398.90m。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ak与压缩模量 Es值建议表    

层号 土 名 fa0(kPa) Es(MPa) 

① 素填土 90 3.0 

② 黄土状土 110 6.0 

③ 粉质粘土 120 5.0 

④ 粉质粘土 150 8.0 

④1 中砂 200 20.0 

⑤ 粉质粘土 180 9.0 

⑥ 粗砂 230 25.0 

⑦ 粉质粘土 190 10.0 

拟建场地地层主要由素填土、黄土状土、粉质粘土及砂土组成。素填土成分

不均，结构松散，强度低，未经处理不能直接作为拟建物基础持力层。上部黄土

状土和粉质粘土强度较低，中下部土层为中～低压缩性土。因此建议： 

1、拟建***可考虑采用 CFG桩复合地基方案或桩基方案。 

2、拟建涉水平台可以考虑采用级配砂石垫层方案或 CFG桩复合地基方案。 

拟建物基底下将有较大厚度的填土，填土成分不均，含有大块的混凝土碎块、

碎砖等，且根据拟建场地已有勘察经验，场地上部不均匀分布有厚度不等的砂夹

层或透镜体。因此，可采用钻孔灌注桩方案或预制桩方案，粉质粘土④层及以下

各层均可作为桩端持力层。由于上部填土不均匀，桩基成孔时比较容易塌孔、缩

孔，要选取合适的成孔工艺，并应严格控制孔底沉渣，保证施工质量。 

桩侧阻力特征值及桩端端阻力特征值建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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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号 ① ② ③ ④ ④1 ⑤ ⑥ ⑦ 

土名 填土 

黄

土 

状

土 

粉

质 

粘

土 

粉质 

粘土 
中砂 

粉质 

粘土 
中砂 

粉质

粘土 

钻

孔 

桩 

qsia(kPa) 11 42 28 42 42 42 45 42 

qpa(kPa)    650 800 750 900 850 

预

制

桩 

qsia(kPa) 12 42 30 43 43    

qpa(kPa)    2000 3300    

若采用预制桩方案，应注意素填土内存在的大颗粒碎石和混凝土碎块以及上

部土层内不均匀分布的砂土夹层和姜石问题，这些因素会导致预制桩沉桩困难或

是难以沉桩到设计深度。应选择合适的桩长和施工手段，必要时应采取引孔措施。

应合理设置成桩顺序，避免产生桩间土隆起和浮桩现象，加强桩基检测工作，确

保建筑物安全。 

若采用 CFG桩复合地基方案，应合理设置桩径、桩长、桩间距和布桩方式，

严格控制成桩质量，加强复合地基的检测、检验工作，保证建筑物正常使用周期

内不发生大的沉降和不均匀沉降，确保建筑物安全。复合地基的承载力特征值应

通过现场静载荷试验确定。 

 

对于这版地勘内容，我们曾经有所诧异，主要是第①层素填土层

竟然提供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ak 与压缩模量 Es值、以及桩侧摩阻力，

这在以往项目地勘报告中很难看到，因为这些数值到底是平均值还是

局部粘土的数值，如果是的话，那填土中混凝土碎块、碎砖、碎石的

数据该怎样确定呢？不过这只是闪过的诧异，并未成为这时候设计的

阻力，设计图纸采用桩基础，并不需要这些数据做设计依据，并且考

虑这部分回填土是近期回填，计算桩侧承载力时考虑负摩阻效应。 

基础图纸提出去后，问题就来了，做项目哪能没问题？但是问题



徐珂博客  http://www.jiegoublog.cn/ 

比较奇怪，比如问能否提供一版每个桩位带平面坐标的图纸？我做这

么多年结构设计，还没有提供过带坐标的基础图纸。唯一出现过问题

是 2008 年做的一个垃圾转运站项目，全都干完以后验收，发现房子

的南北方向搞反，不过这跟坐标也没关系，原因是正方形的建筑，施

工单位坐标点全对，轴线放错方向。 

后面提的最多的问题是桩基础施工太复杂，想改成独立基础，我

们就跟各方开视频会议，大帽子是这个项目要赶在建党 100周年前要

出来形象，一层建筑做这么复杂的基础形式严重耽误工程进度。还说

在湖岸上还有其它建筑，其它设计院做的是独立基础，为了进度满足

节点要求，要进行基础修改。 

毕竟是甲方要求，那还是要认真对待的，于是在会上我们提出做

独立基础可以，那就需要做地基处理，根据《三月版地勘》的建议第

①层地基处理是做 CFG桩复合地基方案，还是需要打桩，这种规模建

筑 CFG桩跟桩基础方案区别不大，另一种建议是换填，不过根据以往

工程经验，这需要把①层全部换掉才可靠，这样一讨论，我们和地勘

单位的意见是一致的，维持桩基础方案，换填需要大面积开挖，平均

4至 5米深的回填土开挖，有经验的施工单位一定是选择打桩。 

然而没过几天又开始折腾这个事情，甲方说必须改基础形式，时

间不等人，最重要的参考是其它设计院做的都是独立基础，这时候我

才知道，图签单位的兄弟部门也在做配套建筑，位置跟我们不同，在

水利土体上建房子，水利部门有个要求不准打桩基础（我们的位置不

属于水利土体），于是他们就做独立基础，那地基怎么办呢？水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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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经过设计施工，具体方法是强夯处理，并且通过验收。所以那些

兄弟部门结构设计就依据这个做的独立基础。听到这个说法我们就很

诧异，《三月版地勘》上看不出有任何强夯的描述和数据，让我们怎

么设计，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三月版地勘》

不是建设场地现状勘察结果，开玩笑这不行，我们在会上强调，必须

做现状岩土勘察，勘察报告根据实际情况出具基础方案建议。会后，

甲方又来找我们，说时间不等人，你们就先做基础修改，因为湖岸边

都做过强夯验收过，地基承载力达到 180kPa。我们说拿来依据，至少

有相关技术文件做依据，几天后给我们传来这样一份文件。 

 

 

 

我看完这份文件说这没用。首先这份文件并不是针对建筑具体位

置，也与独立基础底标高不相符；其次报告中最后强调地基沉降差异

问题，还是需要进行地基处理，单层建筑物总荷载不大，但是沉降差

异才是设计的重点；何况这份文件还是个电子文件，以后想要正式文

件恐怕都是扯皮的事情，180kPa谁证明？我跟甲方说，还是等地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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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重新出勘察报告再决定怎么做。事到此时，各方都不满意我这个结

构设计的处理方式，设计总包也是有好多配套建筑项目，明明别人的

单层建筑可以做独立基础，为什么你就不能做？这个我还真不好解释。 

重新做岩土勘察的速度还是很快的，转眼到了 5月底，离时间节

点更近，终于给了我们新的勘察报告电子版（后面简称为《五月版地

勘》），内容发生很大变化，有兴趣可以前后对比一下。 

 

 

根据设计院提供的“建（构）筑物地基岩土工程勘察任务委托书”和钻

探结果，拟建建筑基础底面位于填土①层或黄土状土②层。填土①层（具有

一定的压实度），呈中等压缩性，地基土层承载力特征值为 120kPa，但填土

成分不均，堆积时间较短，拟建物建成后填土将会产生不均匀沉降，且后期

昆明池蓄水后，拟建物地基会受到长期浸水，地基土体浸水后会变软，承载

力降低。因此拟建场地填土①层不经处理不能作为基础持力层，不宜直接采

用天然地基方案。 

 

地基基础方案建议（某建筑为例）： 

填土①层厚约 6.50m，因此拟建场地填土①层不经处理不能作为基础持

力层，不宜直接采用天然地基方案。由于基础底面下剩余填土较厚，且分布

不均，建议采用整片灰土或水泥土垫层对填土作部分换填处理，换填厚度不

宜小于 1.5m，并应确保垫层施工质量。 

等待重出地勘文件的日子里还发生好多事情，就是各说各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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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主要是强调地勘文件的重要性，我们不能随便乱做设计。事后我才

了解到，原来兄弟部门做设计就是按照这种地勘报告做的设计，在图

纸上写一句换填 1.5米深处理，于是我成了不会做设计的人。 

甲方把文件传来之后很兴奋地跟我说，地勘已经重做，也按我的

要求让地勘单位对地基处理方案进行调整，现在基础方案赶紧修改，

啥时候能出图？但是我让他们失望了，除了甲方管理团队，还有乙方

设计总包相关人员、施工单位人员、地勘单位人员，他们都以为有《五

月版地勘》就可以做独立基础，进度能推进，想不到我接着给他们发

了三个要求正式回复的文件（烂事不止这一件事情），相关主要内容

如下： 

 

1、 我院认为采用钻孔灌注桩是最稳妥的基础方案。近日建设单位提供

的《******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中，提出对第①层填土层进行部分

换填 1.5 米深后可作为地基使用方案。经我院结构总工、结构专业负责

人、结构设计人，及勘察咨询单位人员共同讨论一致认为，仅对填土上

部进行置换，填土下部仍有不均匀沉降风险，采用该方案存在结构安全

隐患，不能作为我院进行柱下独立基础设计依据。 

2、 本次收到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中，土层压缩模量、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桩基计算参数、场地湿陷性评价参数或内容，与以前提供的地质勘察资

料有差异，且本次收到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结论与建议中第(8)条注明“根

据******文要求，本勘察文件未经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通过，不得作为

施工图设计依据。”请地勘单位提供可作为施工设计依据的工程地质勘

察报告。 

事情至此甲方管理人员彻底火了，还能不能配合甲方做设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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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换人。换人正好呀，把我从烂事中解脱出来，从三月底到五月底

天天就啰嗦这点事情。不管怎么说事情还得继续往前做，到了 6月 10

号，甲方突然通知去现场开专家论证会，现场问修改方案准备好没有？

我说是来等专家讨论结果的，如果结果合理我按照方案做设计。 

会议开始后专家问设计院有什么要求，我说甲方的要求，我们作

为设计单位觉得不合理，如果一定要采用换填 1.5 米地基处理方案，

请专家商量出一个稳妥的地基基础方案，我们回去跟院里技术人员商

量，院内技术讨论后，没问题的话才可以修改基础设计。论证会过程

就不说了，只说两个事情： 

1、 专家：换填 1.5米深处理方案的依据是什么? 

地勘：是甲方要求。 

专家：甲方让你当街杀人你就去杀人？ 

2、 专家：CFG桩复合地基方案也是需要桩间土具有承载力，项目在

湖边，建成后地基土会泡水，填土承载力有效性是多少？估计

最后就剩几根素混凝土桩起作用。  

 

直到现在，还没接到正式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还有一个事，这项

目从签字、盖章、负责的角度，跟我没多大关系。 

 

如果你把现代生活当回事揣在心中 

它会使你疲惫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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