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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基基础领域技术创新的特点

1、技术创新点多，包含设计理念、计算方法
、材料、工法、机械、BIM应用等。

2、技术创新点散，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经验性强。



设计理念、计算方法的创新
举例：

桩基规范提出的变刚度调平

上部结构与地基基础共同工作

CFG桩等复合地基的广泛应用CFG桩等复合地基的广泛应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于2007年完成的了“高层建筑地基基

础变刚度调平设计方法与处理技术” ，相关研究成果写入

新的桩基规范。



变刚度调平设计

 刚度是抵抗变形的能力，是柔度的逆，是对土与土、桩与土、桩与桩相
互影响的量化；

 变刚度调平的设计原则是通过改变刚度实现差异沉降最少的优化目标；



变刚度调平设计

 变刚度调平概念设计要点

① 减小荷载传递路径
② 实现抗力与荷载局部平衡

③ 考虑相互作用效应,增强荷载高集度区的基桩刚度③ 考虑相互作用效应,增强荷载高集度区的基桩刚度
（调整桩长，桩径等）

 变刚度调平设计绩效

① 降低差异沉降
② 减小承台冲，剪，弯矩

荷载就地消化
沉降调平设计



材料的创新
举例：

水泥应用的创新

如何加固土、改造土（土是建筑材料）如何加固土、改造土（土是建筑材料）

泡沫轻质土

混凝土各种外加剂

复合地基材料的创新



水泥应用的创新

2014年，全球水泥产量为41.8亿吨。中国25亿吨。

水泥用途: 水泥用途: 

主要用于生产混凝土、砂浆等；

用于加固土体等岩土工程约10%；

中国估计约3亿吨水泥用于加固土体，主要用途在

于：地基、路基、边坡加固、矿井充填、废弃泥

浆处治、污染土壤治理、防渗芯墙等



水泥稳定土-路基 水泥搅拌桩水泥稳定土-路基 水泥搅拌桩

矿井充填滩涂淤泥处置



土是建筑材料
混凝土：

水泥（为主）固化粗粒土（砂子、石子）

土壤加固：

用特殊胶凝材料（组合）固化细粒土（粉土
、粘土、淤泥质土）



二、技术创新面临的问题

1、技术创新市场乱，创新与模仿并存，创新
与伪创新并存。

2、由于使用场所的不固定、不封闭，技术壁
垒较低易模仿，专利侵权的现象更为高发
、易发。



三、科研成果转化

1、科研、创新与市场一体化

2、科研要有前瞻性

3、科研要有针对性3、科研要有针对性

4、科研要有实用性

5、BIM技术应用



1、科研、创新与市场一体化
地基所目前的研究领域：

1、土的工程性质

2、地基基础技术

3、桩基础与深基础技术

4、地基处理技术

5、基坑工程

6、地下空间技术

7、地质灾害治理

8、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与改造

9、检测与监测







2、科研要有前瞻性

1）城市地下空间建造相关技术研究

2）绿色技术应用

3）地基基础抗震研究等3）地基基础抗震研究等



2.1、城市地下空间建造

 城市地下空间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与控制技术研究

 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全寿命周期数字化监测技术研究

 城市地下空间结构设计施工技术研究

 城市地下综合交通枢纽改扩建、施工技术研究

 浅埋大断面异形管幕法施工技术研究

 大深度地下工程智能化压气沉箱施工技术研究



2.2、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应用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与地下结构设计关键技术

 软土地下空间开发工程安全与环境控制关键技术

 城市地下道路建造与运营安全关键技术

 城市深层地下空间与地下综合体开发技术及数字化

 城市地下空间建筑设计与标准化的研究



2.3、绿色技术应用

绿色技术：

能减少污染、降低消耗和改

善生态的技术体系，能充分节

约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且在生

产和使用时对环境无害的一种

技术。

预应力鱼腹梁钢结构内支撑技术



2.3、绿色技术应用



3、科研要有针对性





4、科研要有实用性

1）灌注桩后注浆

2）载体桩

3）夯扩挤密桩

4）劲性植桩技术4）劲性植桩技术

5）高强水泥土与混凝土咬合桩

6）六轴水泥土搅拌桩机

7）潜孔冲击高压旋喷桩技术（DJP工法）

8）钻扩工法、旋扩桩

9）TRD、RJP、MJS工法



灌注桩后注浆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基础研究所于90年代初先后研究

开发了泥浆护壁灌注桩桩底、 桩侧后注浆专利技术。

灌注桩后注浆技术通过了国家科委组织的技术鉴定;

被建设部授予重点科技推广项目和国家级工法;

获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ZL9416598.1和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Metro Jet System
全方位高压喷射工法



长螺旋钻孔压灌混凝土旋喷扩孔
桩施工工法，是用带有特殊装置的
长螺旋钻机钻至距孔底（或距设计
扩头高度1米），在钻机旋转并提
升（下降）钻具时，从钻头特制的

于2006年1月11日被国家专利

局授予发明专利，

专利号：ZL02132652.5

发明人：王景军

长螺旋钻孔压灌混凝土
旋喷扩孔桩工艺方法

升（下降）钻具时，从钻头特制的
喷咀中以高压喷射出预先配置好的
水泥浆，具有高能量的水泥浆喷射
切割破坏土层使钻孔底部一段桩径
扩大，形成扩大头，从而增大了土
体的端阻力和侧摩阻力，大大提高
了桩基的承载能力。



螺丝钉锚杆及使用螺丝钉
锚杆的工艺方法

于2011年12月28日被国家

专利局授予发明专利，专

利号：ZL201010533727.8

发明人：王景军

主要采用螺丝钉钻头（锚固体）

与钻杆活性连接并传递动力、钻孔至

设计深度后螺丝钉钻头（锚固体）被

置留于孔内，拉杆（钢绞线）从钻杆

内送进钻孔内并与锚固钻头（螺丝钉内送进钻孔内并与锚固钻头（螺丝钉

钻头）有效连接，钻杆退出时从钻杆

中心孔向孔内注入水泥浆或水泥砂浆

，使孔内充满浆体，待此浆体凝固后

，向锚杆施加预应力张拉锁定。



5、BIM技术应用

1）CAD技术对设计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BIM技术实现数
据共享及三维展示

2）BIM技术对施工领域的贡献最先结果

3）BIM技术在监测中的应用3）BIM技术在监测中的应用

应用五花八门，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



设计BIM应用



设计BIM应用



基础P-BIM



基础基础pp--BIM
实现信息互通

基础设计+地层信息



施工BIM应用

– 施工投标：科技支撑发展、服务经营，提升中标率；

– 施工准备：施工组织方案模拟与优化、碰撞检查、可视化交底等，
直接效益良好；

– 施工过程：4D、5D、质量、安全等，间接效益良好；

– 施工管理：BIM与ERP融合，高级应用。– 施工管理：BIM与ERP融合，高级应用。

45



北斗云打桩
1、读取BIM数据，自动形成桩位坐标

2、桩机操作人员就像使用车载导航一样使用打桩导航直接
打桩，无需提前放线。

3、傻瓜化放线

4、自动统计打桩过程信息4、自动统计打桩过程信息



监测BIM应用



监测BIM应用



四、规范与标准

1、规范体系的改革方向。

2、规范是成熟技术标准化体现。

3、技术创新在规范、标准中体现。3、技术创新在规范、标准中体现。



强制性标准体系构建

借鉴国外的做法，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体系应以全文强制工程建设标准

为单元构建，并与法律法规及推荐性标准有效衔接，第一层为法律法规，在保障

公民的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等方面给出目标要求；第二层为全文强制性标准体

系层，分为两大类型的强制性标准，一是工程项目类强制性标准，二是通用类技系层，分为两大类型的强制性标准，一是工程项目类强制性标准，二是通用类技

术强制性标准；第三层为推荐性标准，内容以规定实现功能性能目标的技术措施

为主。

（管理要求）

法律法规

全文强制性标准

（技术要求）

功能性能

强制性标准

建造过程

强制性技术标准

推荐性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通用技术规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4年工程建设标准制订修订计划>

的通知》（建标[2013]169号）

项目编号： 2014-2-008

项目名称：《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全文强制标准研究

任务来源（研编）

承担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主要研究内容：通过针对建筑地基基础的全文强制性标准的研究、编制，

提出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全文强制性标准的编制模式、编制深度及条文确定原

则，并完成《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研究稿）。

2014年住建部（第一部）全文强制国家标准研编项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6年工程建设标准制订、修订计划

>的通知》（建标函[2015]274号）

项目编号： 2016-1-001

项目名称：全文强制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

任务来源（编制）

项目名称：全文强制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

承担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强制性条文协调委员会

2016年住建部（唯一“制订”）全文强制国家标准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制修订 主编部门
被修订标准

号
主编单位

一、工程建设强制性（全文）国家标准

1 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 制订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2 城乡测量技术规范 研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3 工程勘察技术规范 研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6年启动编制及研编规范

3 工程勘察技术规范 研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4 混凝土结构技术规范 研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5 钢结构技术规范 研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建筑标准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6 组合结构技术规范 研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清华

大学

7 建筑工程脚手架技术规范 研编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重庆大学、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BIM标准



BIM标准



五、知识产权保护及联盟工作



五、知识产权保护及联盟工作



五、知识产权保护及联盟工作
例：波森特公司16年法律诉讼维权：

胜诉的侵权案件已经涉及到14个省，共计34件案例，其中经过上诉
的二审案例12件，调解和解案例11件。目前已经立案正在审理的侵权
案件还有6件，其中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诉中铁某局专利设备侵权的诉
讼标的达到200万元。讼标的达到200万元。
1、（2002）哈知初字第86号，诉黑龙江某国企总包方侵权胜诉，判决
赔偿15万元。
……

34、（2016）冀01民初784号，诉河北
某房地产开发商胜诉，判决赔偿100万元。



五、知识产权保护及联盟工作

措施：
1.建立专利技术的市场推广和维权保护体系
2.对于侵权人要敢于亮剑
3.诉讼以维持市场秩序为目的3.诉讼以维持市场秩序为目的
4.建立行业知识产权联盟，推动产业升级发展



五、知识产权保护及联盟工作

2014年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牵头成立
了“中国地基基础技术创新联盟”，2016年
更名为“中国地基基础技术创新知识产权联更名为“中国地基基础技术创新知识产权联
盟”，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五、知识产权保护及联盟工作

中国地基基础技术创新知识产权联盟是由建研地基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波森特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强劲地基基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广 大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北京荣创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恒建设有限公司
特种软基分公司等26家具有地基基础、岩土工程专利技术、专有技术的企业单
位联合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性的联盟。



五、知识产权保护及联盟工作

宗旨：开展联盟成员间专利技术、专有技术的交流，共同探讨地基基础、岩土工程
领域设计、施工等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促进行业 进步；通过建立相关机制

实现联盟成员间新技术互补、互助，促进联盟成员间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
应用；组建行业专家团队，对项目进行岩土方案优选，建立中 国岩土工程领域
最大的技术优化平台。

专家： 18名院士，118名知名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