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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正在快速、大规模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确保重大工程安全对于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该

文从以下 5 个方面论述开展重大工程安全相关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 1) 不断挑战极限的工程建设指标

( 如坝高、桥梁跨度、高铁时速) 孕育的风险; ( 2) 相当一批基础设施步入其生命周期的中、老年阶段面临的问题;

( 3) 新兴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尚需积累经验; ( 4) 严重的自然灾害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的大挑战; ( 5 ) 城镇化

建设进程带来的公共安全隐患。该文回顾了在能源、矿山、交通、城市高层建筑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安全的主

要技术问题，同时讨论了关于可靠度分析、强震地区抗震设计、减灾和信息支持方面的重大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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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undergoing rapid and large scal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safety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this movement． The authors address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at bring great impacts on construction safety of
major infrastructures: ( 1 ) the risks involved in a continuous record-breaking engineering practice such as the dam
height，bridge span，and speed of trains，etc． ; ( 2) the large number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at the aging period of their
life cycle; ( 3 ) new disciplines of infrastructures with limited experience of saf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 4) serious natural hazards against the effort of establishing welfare societies; and ( 5 ) risk potentials in China' s
urbaniz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improving safety performance on major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coming years in China． It covers the key technological problems involved in th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energy
resources，mining，transportation，metropolitan high rising buildings，etc． Special attentions have been paid on the areas
of reliability analysis，aseismic design in strong earthquake prone zones，hazard mitigation approaches and information-
based saf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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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安全

性相关的研究，对确保安全生产、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意义重大。截至 2013 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达 435． 6
万 km，铁路营业里程达 10． 3 万 km。到 2014 年底，全

国有 24 个城市已经或正在修建地铁，地铁运营总里程

达 3000km。2013 年底，我国电力装机容量 13． 5 亿

kW，是 2003 年的 4 倍。10 年间，我国风电装机增长了

150 倍，排名从世界第十上升至第一，风电成为仅次于

火电和水电的第三大电源。根据《核电中长期发展规

划( 2011—2020 年) 》，到 2020 年的核电装机规划将达

到 8600 万 kW ( 占总电力装机的 5% ) ，在建规模约

DOI:10.15951/j.tmgcxb.2016.03.001



· 2 · 土 木 工 程 学 报 2016 年

4000 万 kW。因此，未来 5 ～ 10 年，我国核电工程将迎

来建设高峰期。青藏高原新发现了 600 余处矿床、包
括铜、铁、铅锌等目前中国紧缺的重要矿产资源，青藏

高原已成为未来保障我国矿产资源国家战略安全的

重要基地。
从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五个特点可以看出开展

重大工程安全相关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 1) 不断挑战极限的重大工程建设孕育重大风

险。我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快的高速铁路，最高的拱

坝、面板坝和碾压混凝土坝，最长的跨海大桥、最深埋

的隧道、地震区最高的建筑、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和

调水工程。相当一部分纪录还会被不断刷新。对于

由此而孕育的重大风险，切不可掉以轻心。黄河中、
上游装机容量最大的拉西瓦水电站拱坝坝高 250m，

水库蓄水后牵动了库区高达 600m 的巨型滑坡体，目前

已滑移了 38． 9m，失稳岩体体积已增大到 9240 万 m3。
该电站至今未能在正常高水位运行，也无法竣工验

收。所以，建成世界一流的工程只是走了第一步，保

证这些工程在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运行，道路更漫长，

任务更为艰巨。
( 2) 相当一批基础设施步入其生命周期的中、老

年阶段。由于材料、结构的老化，气候变化和服役环

境的快速变化，这些已建结构的安全服役面临巨大挑

战。我国已建成水库大坝尾矿坝近 10 万余座，由于历

史、经济与技术原因，近 1 /3 以上水库为病险库。1954
年至 2013 年，已有 3526 座水库大坝发生溃决。尽管

自 2007 年开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但 2010 ～ 2013 年，仍有 20 座水库大坝发生溃决。
尾矿坝的溃坝也时有发生，2008 年山西襄汾 9． 8 尾矿

库溃坝事故造成 279 人死亡，成为特大工程安全事故。
以桥梁工程为例，自 2000 年至 2012 年期间共发生桥

梁破坏、垮塌等事故 122 例，其中 35% 是由于服役中

后期病害、失效、服役条件重大变化等问题诱发的。
( 3) 新兴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引发诸多技术难

题。在诸如海底隧道、长距离输气、输油和大容量存

贮、长距离深埋岩石掘进、轨道交通等这些新的工程

领域，由于缺乏对所处地域异常广泛的工程设施建设

的基础理论研究，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支撑，不断出

现复杂的结构、荷载、岩土技术难题。我国的高铁和

城市轨道交通服役期并不长，但相当多的路段已出现

了超限的不均匀沉降，线路质量下降，影响车辆行驶

速度和乘员舒适安全。TBM 掘进是深埋长隧洞高效

掘进的有效手段，在施工中遭遇到塌方、卡机等重大

问题，锦屏一、二级水电站 TBM 在施工过程中发生多

次塌方，TBM 主梁断裂，掘进机刀盘向后约 30m 范围

内被石碴掩埋，工程瘫痪。京珠高速 K1941 + 000 至 +
440 段采用近 1000 根预应力锚索进行左侧边坡加固，

根据 2014 年 的 137 根 锚 索 的 实 际 检 测 资 料，共 有

40% 的锚索存在较严重的应力松弛问题，40% 的锚索

存在外锚头脱落和严重锈蚀问题，仅存 15% 锚索满足

原设计要求。
( 4) 严重的自然灾害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巨

大挑战。我国地震、洪水、泥石流、台风等灾害频发，

受极端荷载的影响，大批基础设施面临着破坏失效的

严峻问题。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失踪 8 万多人，房屋

倒塌 536． 25 万间，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

一些中等发达国家，从深层次揭示了我国城镇建设在

规划管理、抗震设计和施工质量方面存在的诸多薄弱

环节。溃坝洪水分析预测是防灾科学中难以突破的瓶

颈。例如，唐家山堰塞湖溃决洪峰流量为 6500m3 /s，当

时预测值为实测值的 5 ～ 8 倍，导致下游绵阳市 27． 5
万人紧急转移到暴日下的帐篷内生活了十天，给维护

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
( 5) 城镇化建设进程带来公共安全隐患。近 10

年来我国每年新增 2000 万城镇人口，城市化率以每年

超过 1%的速度增加，城市市政建设也得到蓬勃发展。
城市建筑、交通设施等高度集中，公共安全和灾害危

险性日趋突出。2014 年 11 月 22 日，山东青岛市黄岛

区发生输油管道爆炸，造成 62 人死亡、9 人失踪和 136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 7． 5 亿元。此类事故在其他城

市也屡次发生。类似的案例还有 2012 年的北京“7·
21”暴雨、2007 年兰州皋兰山黄土滑坡、深圳光明新区

“12·20”特大滑坡事故。这些事故虽然损失各异，但

都触动了在现代化城市生活的居民的安全底线 。

2 已有的工作积累

鉴于重大工程安全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年来

在相关国家计划中对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建设

的研究与技术发展做出了相关的安排。以国家 973 计

划为例，自 2007 年以来在工程相关领域共安排 32 个

项目，投入近 9 亿元，其中 29 项与工程安全直接相关，

占 90%，涵盖了大坝、梯级水库、高边坡、高铁、桥梁、
隧道、TBM 掘进、深部岩土工程等在多个方面的安全

控制的基础问题。以 TBM 安全高效掘进为例，973 计

划科学统筹、系统规划，先后部署了 3 个项目，涵盖了

硬岩掘进装备制造、高效破岩机理、岩机相互作用、智
能控制等主要的关键科学问题，支持了 TBM 装备基础

国产化及高效安全的隧道掘进工艺的发展。
此外，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的“城镇化与城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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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公共安全及其他社会事业”设置了一批与工程

建设安全领域相关的项目。与此同时，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提供了大量的面上基金和重点基金支持

工程领域基础研究，并投入 2 亿多设立了重大研究计

划“重大工程的动力灾变”。在上述计划的支持下，在

一些关键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和突破，有力地支撑了我

国重大工程的建设和运营。
在这些项目的支持下，我国学者和工程技术专家

在重大水利水电工程、交通高铁及隧道工程、深部地

下工程、重大岩土工程等领域，成立了一批国家级研

究基地，拥有一批优秀的研究团队和人才，在国际上

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学科优势。

3 重大工程安全相关研究工作的思考

在未来五年内，需要聚焦上述重大工程安全的关

键的科学问题，通过多学科交叉、集成、孕育一批重大

创新成果。在超高坝、大规模石油储备、高放废物深

地质处置及深部资源开采等一批新工程领域方面，凝

炼及解决其关键科学问题，为这些新型重大工程建设

安全的设计理论、规范及标准提供理论基础。在能源

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一批在世界上

具有影响的基础研究成果; 在城市基础设施防灾、城

市重点工程安全性方面提升重大工程结构的抗灾能

力和全寿命性能; 需要通过基础研究的知识创新，支

撑催生重大工程建设的新理论和新技术，需要通过重

大工程建设实践的不断创新，推动基础理论研究的创

新，实现我国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跨时代

进步。据此，提出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思考。
3． 1 能源、矿山设施建设中的新型重大工程科学问题

建议研究水利水电工程、核能工程、超深矿山开

采、高放核废料处置及大型能源战略储备等重大能

源、矿山工程建设的相关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难题。
( 1) 大规模地下水封储油洞群基础研究和关键

技术

石油、天然气储备关系国家安全。地下水封储油

是主要的手段。需要研究洞群围岩渗透特性与岩-油-
水-气耦合机理、封储油洞群围岩力学特性与耦合过程

损伤演化机制，大规模水封储油洞群稳定性时效特征

与灾变机理、水封储油洞群多尺度地质特征与多维精

细建模技术、大规模水封储油洞群水封性能动态调控

技术，大规模水封储油洞群全寿命周期安全评估与控

制技术。
( 2) 高性能低成本风能利用相关结构和基础处理

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为了降低风电成本，风电机组单

机容量不断增加，对风电装备结构的性能和耐久性不

断提出新的挑战。结合我国海上风电场海洋水文、工
程地质等特点，开发风电机组基础处理和系泊技术。
开展有关海洋风资源评估、选址、海洋流体动力学和

软弱土土力学方面的基础科学研究，支持风电结构灾

害作用特征、耦合动力安全的基础研究。
( 3) 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水电工程关键技术研究

雅鲁藏布江下游规划初步推荐共 9 级开发，面临

复杂区域构造、高地震烈度、深厚细颗粒覆盖层、高地

应力深埋超长隧洞、大型冲击式水轮机组等突出技术

难题。控制性工程复盖层厚 500m，场地设防地震加

速度达 0． 6g，并包含 6 条长达 24km 的深埋输水隧

洞。重点结合这一工程研究深复盖层强地震动传播

和放大效应，地基砂土液化控制标准和处理技术，形

成新型的防渗、抗震土石坝结构体系。
( 4) 高寒、超深矿山开采工程

系统开展深部开采诱发岩体冒落规律实验研究，

通过研发高应力与爆破联合破岩深部采矿新技术和

高应力卸压与让压相结合的深部地压控制技术，提出

深采、难采金属矿山安全高效开采过程的分析、预警

与控制理论，建立高应力难采金属矿床开采过程动态

调控技术体系，并进行铁矿、金矿和铜矿的深采、难采

矿山示范，显著降低岩爆和大体积冒落风险，将深部

开采矿石损失率和贫化率分别降低 5% ～ 8%，薄矿脉

及倾斜中厚难采矿体采场生产能力提高 3 ～ 5 倍。
( 5) 核电工程建设安全及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

由于核电工程对安全的特殊性要求，重点研究工

程场址的适宜性评价方法、主体结构的地震动力安全

分析理论以及新建核电场址基础爆破施工对邻近运

营核电站的影响控制技术。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工程:

主要研究低渗透裂隙岩体深部地质环境的特征及其

演化与演变规律，低渗透裂隙岩体中地下水流动与放

射性核素运移机理和长期影响因素，在热、地下水、应
力和化学等多场耦合作用下深部岩体的长期行为及

其时空演化规律。
3． 2 高铁、特大跨桥梁、超长隧道等重大交通基础设

施安全的工程科学问题

以高铁、特大跨桥梁、超长隧道、机场、航道等重

大交通基础设施全寿命周期性能为主线，重点开展高

效建设和长期安全服役的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应用

示范。
( 1) 高铁安全运行的基础科学问题

针对我国高速铁路大规模投入运营后的长期服

役安全需求，开展高铁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状态监



· 4 · 土 木 工 程 学 报 2016 年

测、病害检测及安全预警技术研究; 建立养护维修理

论与技术规范。针对跨欧亚大陆丝绸之路客货两用

高速铁路工程建设特殊性，开展线路及基础结构重大

安全技术问题研究。
( 2) 极地航运与油气作业装备中的基础问题研究

极地将是未来国际航运业竞争的重要通道。针

对其潜在的航运和油气资源利用，揭示极区极端海洋

环境和载荷的特性及其与海洋装备相互作用的机理，

掌握在低温、海冰碰撞等极端条件下海洋结构物的运

动学和动力学特性，开展极地环境下浮体结构响应、
抗冰载与抗低温系统与结构设计和可靠性等方面的

研究，为我国掌握极地航运和油气作业装备制造的核

心技术提供科学理论基础和力学机理支撑。
( 3) 基于桥梁全寿命周期的新型高性能结构的基

础理论及关键研究

针对我国特大跨桥梁服役环境复杂、病害多、寿

命短等问题，开展基于全寿命周期的新型桥梁高性能

结构的设计理论及相关问题的基础研究，突破新桥梁

体系、新型构件、新材料以及相应施工方法和检测技

术等关键问题，支撑我国向桥梁强国跨越。包括新材

料与新结构研究的相互交叉融合，基于高性能材料和

复合材料的新桥梁体系和新型构件，高性能混凝土组

合结构的桥面系，以及围绕新结构的施工方法和检测

技术的研究等等。
3． 3 城市超高耸建筑结构及重大生命线工程防灾减

灾工程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

( 1) 城市道路及地下管线等生命线工程的病害风

险评估与控制对策研究及示范应用

针对城市道路及地下管线的病害、坍塌、管线爆

炸等危及公共安全的重大隐患，突破道路与管线精细

成像动态探测、风险评估和控制的基础理论、装备与

软件系统，选取代表性城市开展验证和示范，对我国

城市地下管线规划、维护提出政策性建议。
( 2)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和地基性能演化和全生命

周期安全研究

针对庞大的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服役安全问题，拟

突破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轨道-结构耦合动态相互作用

机制、复杂结构体系的性能演化与失效机理等基础理

论，建立城市轨道交通结构体系最优设计和维护理

论、标准和创新技术，并开展验证和示范。
( 3) 重大高耸建筑工程的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

等关键技术和全寿命周期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高耸建筑物建造规模最大、地震区

数量最多和建造难度最大的国家。针对我国大规模

高耸建筑物建设重大需求，突破高耸建筑物高性能结

构体系与新型材料、智能化施工与健康监测、极端和

灾害条件下的响应机理与安全防控和全寿命周期服

役性能评估等关键问题，提升我国高耸建筑物建设水

平，并为我国的建筑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技术支撑。
3． 4 复杂场址与极端条件下重大岩土工程的安全性

及工程地质灾害的防治

( 1) 复杂场址与极端条件下重大岩土工程安全性

控制

我国地域辽阔，已建、在建和拟建的重大工程场

址，既有西南部以高山峡谷、高地应力和高水压环境

为特点的复杂岩质结构场址条件，又有西北湿陷性黄

土、东南沿海软土、中西部膨胀土和红土等复杂土层

场址条件，以及近海地区复杂的海洋地质结构场址条

件，还包括辽阔的冻土分布地区。除卸荷稳定、岩爆、
突水、突泥等施工安全问题外，强地震、强风暴和崩、
滑、流等地质灾害作用也会带来场址安全并危及重大

工程问题。因此，急需突破高应力、高渗透压、高温、
强化学腐蚀、高应变率等极端环境下岩土材料特性与

岩体结构信息精细认知、以及重大岩土工程灾害预测

与风险控制等关键问题，揭示不良地质 ( 红层、膨胀

土、红黏土等) 工程灾变机理，形成支撑复杂场址与极

端条件下重大岩土工程安全控制的理论和技术体系。
研究岩体预应力锚固长期耐久性和新型防腐蚀技术。

( 2) 尾矿库灾变与防控理论和处理技术

我国拥有各类尾矿库近 1． 3 万座，由于尾矿料工

程力学特性时空分布与变化规律复杂，加之历史因

素、管理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尾矿库出险或溃坝失

事概率远大于水利工程。研究尾矿库的长期服役性

能演化规律、灾变机理、安全评价以及灾害预报和防

控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为水库与尾矿库防灾减

灾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 5 重大工程安全的高性能数值模拟与信息化、数

字化

( 1) 重大工程安全的高性能数值与物理模拟

工程中存在大量无法开展全尺寸实验研究的科

学问题，通过数值模拟与物理模拟相结合、提高数值

模拟的可信性是这个领域一直努力追求的方向。重

点支持工程中复杂问题数值模拟与物理模拟的基本

理论、方法和数字化设计软件平台的研究; 研究基于

连续-非连续介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形成融合有限

元、离散元、等多种数值分析方法，包含多种并行模

式，且能够实现流、固、热、电磁等多场、多相耦合计算

的通用架构; 开展建立在近代二、三维接触理论基础

上的大型非连续介质变形分析理论的基础研究; 开发

相应的算法; 在应用层上开发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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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地质灾害预测等多个领域的软件。
( 2) 重大工程安全的信息化和数字化

研究信息化在保证工程质量、提高工程安全监测

预警水平方面的应用技术。研究高性能数值模拟在

工程设计和灾害模拟中的应用。例如，基于 BIM 技术

的建筑工程信息化智能化全过程监控技术，研究突破

建筑工程 BIM 系统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软硬件开发、工
程建设数据数字化与标准化、设计和施工数据交换与

处理和智能化项目交付等关键技术难题，支撑我国重

大建筑工程智能化和信息化建设的重大需求; 研究面

向健康监测、实时信息采集、大数据分析和数值模拟

相结合的算法和软件开发。
3． 6 重大工程风险控制和风险设计基础性研究

在风险控制标准、极端荷载标准、可靠度分析和

分项系数设计方法等领域开展基础理论研究。收集

整理重大工程案例数据库，特别是重大事故调查，为

工程设计和质量控制提供依据; 研究以年失效概率为

基础的工程安全控制标准; 研究极端荷载分布特征，

建立工程极端荷载标准体系; 提出建立在可靠度理论

基础上的分项系数标定方法。实现从单一安全系数

到分项安全系数设计方法的转变; 研究工程单一和组

合结构失效概率，建立基于可靠度分析的现代化工程

设计规范标准。通过研究在近期出台一批有关风险

标准控制、荷载和可靠度设计的标准规范。特别要对

于近期国内外提出的“最大可能洪水”、“最大可信地

震”之类标准提出定量的、可操作的判定方法。
注: 作者在执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学

科发展战略研究合作项目 ( L1222028) “土木工程建设与工程

力学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2013． 1 ～ 2015． 12 ) 和国家“973”计

划“十三五”工程领域战略研究报告过程中整理成本文，研究工

作中得到一批学者协助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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