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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基坑工程支撑设计施工常见问题解析与

数字审查”网络培训讲座的通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各种新型技术和新型材料的出现，促进了岩土工程技术

的快速发展。但在基坑支护工程中仍存在着很多问题，为了促进基坑工程的技术交

流，有效解决基坑支护设计施工中的技术问题，由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研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教育创新中心主办、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计算机应用分会协办的“基坑工

程支撑设计施工常见问题解析”网络培训讲座于 5月 22—23日举行。望有关单位接

到文件通知，组织安排技术人员学习，具体通知如下： 

 

一、 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育创新中心 

协办单位：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计算机应用分会、建筑云联盟 

直播平台：建筑云联盟企业学习平台 

 

二、 参加人员 

房地产开发、勘察设计、审图机构、构件生产企业、施工企业、运维、监

理、装修、造价、工程咨询等单位技术骨干和业务负责人。 

 

 

中  国  建  筑  科  学  研  究  院  



２ 

 

三、 论坛主题 

1、基坑支护常见形式概述 

2、支撑施工和设计中需要注意的常见问题；包括水平支撑、垂直支撑、组合

支撑（斜撑类） 

3、各种形式的支撑在施工中的核心因素并结合工程实例详细说明支撑在施工

中都遇到了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 

4、实际工程中成功和失败案例分析，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5、在基坑支护设计和施工中的经验总结 

6、深基坑支护设计的几个热点问题 

7、数字化施工图审查（勘察）中若干问题 

 

四、 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大会报告 报告内容 

2020年 

5 月 22日 

14:00-16:00 杨石飞  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工

程师兼集团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题目：基坑工程支撑设计施工

技术要点结合典型成败案例解

析 

1、 基坑支护常见形式概述 

2、支撑设计 

3、支撑施工 

4、工程案例解析 

5、经验总结 

 

2020年 

5 月 23日 

14:00-15:00 杨光华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 名誉院长 

题目：深基坑支护设计的几个

1.支护的位移的控制值会给我

们带来哪些问题？ 

2.锚索的预加力在设计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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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 中会产生哪些问题？ 

3.如何进行软土中的被动区加

固的计算？以及在计算中应注

意哪些问题？ 

4.支护的嵌固深度会产生哪些

问题？ 

5.岩土的参数取值在设计中会

有哪些问题？如何进行正确的

取值？ 

2020年 

5 月 23日 

15:00-16:00 郭书泰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

计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题目：数字化施工图审查（勘

察）中若干问题 

1、北京市勘察类施工图审查机

构简介 

2、北京市数字化审图系统报审

流程是怎样的？ 

3、数字化审图都要哪些特点？ 

4、新版住建部勘察文件审查要

点修订简介 

5、近年来法律法规对工程勘察

都要哪些新要求？ 

6、施工图审查（勘察）中若干

热点难点问题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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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家介绍 

杨石飞 教授级高工 

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2003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地下系岩土工程，硕士学位，  

现任公司常务副总工程师兼集团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长期从事岩土工程设计、咨询、勘察、监测等工作，完成勘察、设计、

咨询四百余项，参与《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程》等多本标准编制；参与

《深基坑支护技术指南》等多本专著编写。完成国家发改委、上海市科委等

科研项目十余项，拥有发明专利三十余项。作为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岩

土专业管理委员会注册考试中心聘任专家，参与全国注册土木（岩土）工程

师专业考试命题工作。作为上海市建委科技委评审专家，参与大量深基坑工

程设计、施工组织方案评审。作为上海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质量检查

专家，多次参与上海市基坑工程质量安全检查。 

 

杨光华 博士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 

广东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首届广东省工程 

勘察设计大师，广东省岩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1982和 1985年分别获得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士和硕士学位，1999年获

得清华大学岩土工程博士学位。现为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岩石力

学与工程学报》副主编、《岩土工程学报》、《岩土力学》等编委、中国力学学

会岩土力学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基坑工程专委会副主任、中国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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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会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分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岩土力学与工程学会副理

事长、广东省水利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杨光华主

要从事土的本构理论、深基坑与边坡、高层建筑地基基础等的研究与设计。

出版专著 3本：《深基坑支护结构的实用计算方法及其应用》，地质出版社，

2004；《土的本构模型的广义位势理论及应用》，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7；《地基沉降计算的新方法及其应用》，科学出版社，2013。发表学术论

文 200多篇。获茅以升土力学与基础工程青年奖（2002）、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2010）等荣誉。 

 

郭书泰 教授级高工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质管部主任/技术质量中心副处长/施工图审查所副所长 

中勘三佳工程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副总工/审查部主任       

国标《建筑地基基础施工验收规范》2002版主要编写人 

《注册岩土工程师考试指南》主要编写人、考前辅导老师 

《强震山区城乡规划选址勘察技术工作指南》主要编写人 

《建筑设计技术措施-结构-地基基础分册》主要编写人 

《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0/18版主要编写人 

厚壁取土器等十项取土器标准 2018版主要编写人  

住建部注册培训中心、中土协会、建筑业协会、北京勘协等外聘培训老师 

中国标准化协会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推进委员会秘书长(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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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首批入库专家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工程勘察与岩土分会诚信评估专家 

北京市勘察地基基础评标专家          

六、参加方式 

论坛采用网络直播方式，参会人员通过电脑和手机在线收看专家报告。会后

通过建筑云联盟企业学习平台可复看一周。各位工程师提前汇总问题到联系

人,专家将进行在线回答。 

七、 会议费用 

会议费：680元/人，包含会议费、证书费等。 

八、 缴费方式：扫描下方二维码缴费或汇款至主办单位账户，可开具技术培训费

增值税专用发票。 

微信支付报名                   转账支付报名 

                   

 

企业汇款账户 

户  名：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行北京北三环支行 

账  号： 110010212000590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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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证书 

参会人员颁发中国建研院建筑结构研究所培训证书 6课时培训证书。 

十、 会议咨询 

联系人：  

王强武 18513230798 

邮箱:309232414@qq.cm 

 

 

 

附件：参会回执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创新中心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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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基坑工程支撑设计施工常见问题解析与数字审查”讲座回执表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邮编  

联 系 人  电话  传真  

参会人员 职务 性别 电话 手机 邮箱或 QQ 

      

      

      

      

      

费用总额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小写￥：            

汇款方式 

户  名: 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行北京北三环支行 

账  号：11001021200059000031 

发票开具 

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票项目：技术培训费 □            技术服务费 □ 

发票邮寄地址： 

 开票信息 

公司名称： 
税号： 

地址： 
电话： 

开户行及账号：   

汇款成功后请将汇款凭证发至会务组邮箱，以便及时开具发票。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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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报名回执请于会前发送邮箱  邮箱:309232414@qq.cm 

联系人：王强武 18513230798 

十一、 观看说明 

手机端观看流程： 

① 微信扫描下面二维码进入系统页面 

 

② 登录进入学习系统 

账号：您的手机号     密码：123456 

③ 在页面中点击“基坑工程支撑设计施工常见问题解析”网络培训讲座观看直

播 

电脑端观看流程： 

① 浏览器打开学习系统网址：xy.cabrjzy.com 

② 登录进入学习系统 

账号：您的手机号  密码：123456 

③  在页面中点击“基坑工程支撑设计施工常见问题解析”网络培训讲座观

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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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回看方式：关注建筑云联盟企业站公众号点击视频标题，进入即可回看 

 

客服热线： 

13241748160、18518600917 

十三、 观看注意事项 

① 建议使用：谷歌、搜狗浏览器 

② Flash 插件问题：打开观看页面提示未安装 Flash 插件，如果您确实未

安装则按提示按装即可；如果您已安装则进入浏览器设置界面，在高级

选项里选择”允许使用 Flash插件“即可，如果还是不行则推荐您使用

谷歌浏览器。 

③ 网络环境不良：如果出现打开观看页面黑屏（确保不是用手机打开的电

脑端观看链接），无声音或者画面卡顿，原因是因为您所在的网络环境不

稳定。尝试刷新页面或退出重进的方式解决，如果仍不行，则需更换更

好的网络环境。 

④ 触碰输入栏：如果出现画面突然白屏，则说明名您刚在屏幕下方输入栏

打完字或者误触了输入栏导致的。此时再点击下画面即可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