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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基院士：

□陈克振

祖籍安溪县的著名岩石力学

专家、荷兰归侨陈宗基，是安溪县

唯一进入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

员、院士。他生于印尼，小时就忧

患祖国黄河泛滥，长大考进荷兰

德尔夫特科技大学，毕业后在荷

兰从事科技工作。1955 年响应周

总理号召回国，致力于发展祖国

科技事业，以科学报国振兴中华，

为建设祖国作出重要贡献。

为祖国研发科技
陈宗基祖籍安溪县龙涓

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

研究员。1922 年生于印度尼西

亚，早年就读印尼万隆工学院，

1946 年留学荷兰德尔夫特科技

大学。他三年读完五年课程，获

优秀成绩奖学金。1949 年毕业

后，在荷兰土力学研究所供职，

获优秀技术科学博士学位。

1955 年，陈宗基响应周总

理号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陈

宗基回国后，发现当时国内对

土动力学的研究工作还是一片

空白，便集中精力花费大的力

气，建立我国第一个土流变学

和土动力学研究室，并研制出

成套的试验设备，培养出一批

科技人才，开展土流变学和土

动力学的研究工作。他先后任

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研

究员兼土力学研究室主任，国

家建委黄土研究组副组长。

1958 年至 1962 年任国家科委

三峡组岩基分组科学技术组

长，专门从事长江三峡水利枢

纽岩石力学问题的研究，直接

为三峡工程设计提供大量科学

数据，同时在发展岩石力学基

本理论和测试技术上起到重要

作用。1963 年至 1977 年任中国

科学院岩体土力学研究所研究

员兼所长。1977 年起，任中国科

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副所长、所长兼地球动力学研

究室主任等职务。1978 年在全

国第一次科学大会上，他荣获

土流变学研究奖。

陈宗基以流变学的基本观

点，研究了各种岩石力学问题。

在当时国际上只有少数人研究

这一问题，他就对岩石变形和

应力波在岩体中传播的理论作

探讨。1961 年将岩体流变理论

推广到各向异性岩体。1965 年

他根据对节理岩层的试验研

究，写成论文《关于一些有节理

岩层变形的研究及现场流变的

测定》, 从理论上解答了层状岩

体中隧洞围岩应力分布课题。

陈宗基还对南京长江大

桥、大冶铁矿、攀枝花钢铁基

地、五强溪水电站、黄河龙门坝

基、麦积山石窟国家重点文物

加固工程、金川镍矿以及国家

防护工程等，解决了一系列有

关岩石力学的问题。1962 年至

1973 年，他应中国人民解放军

工程兵司令部的邀请，作为专

家指导防护工程的科研工作。

唐山地震发生后，陈宗基

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

究所工作。1977 年以来，该所在

他的领导下，又开创了地球动

力学这一新学科的研究。陈宗

基还亲自指导筹建地学高温高

压实验室，研制出四套具有国

际先进水平的高温高压实验仪

器设备。其中最大的一套被公

认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实验

仪器。

陈宗基很重视研制科学实

验仪器，先后研制了 40 多种先

进仪器设备，共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1 项，中国科学院科

技进步一等奖 3项，国家专利 1

项。他研制的岩石三轴仪和土

动三轴仪在国内普遍生产使

用。他在 1957 年研制成功的土

脑胀压密仪，被国际上称为“陈

氏固结仪”。

用心建设葛洲坝
1958 年，国家决定开发长

江水利资源，要在三峡兴建葛

洲大坝，急需开展长江三峡水

利枢纽岩基科研，开始较大规

模的岩石力学研究工作。当时

我国的这项研究还属初期，没

有一个单位敢于承担这顶任

务。陈宗基自告奋勇，承担这个

项目的研究课题。他到武汉市

担任国家科委三峡组岩基分组

科技组长。

陈宗基亲自草拟了《三峡

岩基研究计划纲要》，并全面指

导有关三峡岩基室内与现场岩

体力学试验，地下建筑物、岩质

边坡、振动爆破、灌浆处理等五

个方面大规模的实验和理论研

究工作。他创立了中国科学院

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担任第

一副所长，具体指导和参与葛

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工

作。

为开展三峡岩基科研工

作，陈宗基根据在三峡兴建葛

洲大坝的需要，建议长江流域

规划办公室，从有关科研单位

和高等院校抽调 100 多名科

技人员，组成国家科委三峡组

岩基分组，由他担任科技组

长，开展地质研究工作。他以

流变学的基本观点研究了各

种岩石力学问题。在国际上只

有少数人研究的情况下，他就

对岩石变形和应力波在岩体

中的传播的理论作了探讨。

1961 年，陈宗基将岩体流

变理论推广到各向异性岩体。

此后，他又结合葛洲坝水利枢

纽工程等项目，进行了岩石力

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提出了

具有独立见解的论文，同时解

决了不少工程中的实际问题。

在十年的动乱中，陈宗基

身处逆境，还是积极开展科研

工作，却被扣上“反动学术权

威”的帽子。1972 年他还未摘

帽，便被通知去参加葛洲坝工

程设计“会诊会”。他在会上发

现坝基软弱夹层的抗剪强度

取值过高，不符合地质实际情

况，提出如按此指标进行设

计，大坝是很不安全的，不仅

会直接威胁着武汉市，而且还

会影响下游千百万人民生命

财产的安全。他认为应该为国

家、为人民负责，直率地提出

建议，要求降低软弱夹层的摩

擦系数。

当时个别领导人盲目追

求工程尽快上马，不仅不采纳

陈宗基的意见，反而说他是不

懂得建设需要多快好省，阻挠

他在会上发表意见。一位同行

对他劝说：“还是别坚持你的

意见吧！当心你还戴着‘帽子’

呢！”陈宗基果断地说:“我要对

工程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子

孙后代负责，宁可多戴几顶

‘帽子’，多费一些力气，也决

不能让大坝安全出问题。”

回到北京后，陈宗基向分

管领导廖承志同志作了汇报。

廖承志支持他的意见，并说:

“你是科学家，在科学问题上，

应当坚持真理。”于是他坚定

了信心，要求把他的意见上

报周总理，果然得到周总理

的重视和支持。水电部钱正

英部长等领导同志采纳了他

的建议，并通过现场试验，证

实了他的见解是正确的，葛

洲坝前期的工程设计错误得

到了纠正。

1973 年长江流域规划办

公室党委聘请他担任坝基工

程的技术顾问，请他全面指导

岩石力学试验研究工作。他多

次深入工地指导工作。对葛洲

坝工程罕见的复杂地质条件

下的大坝稳定这一关键问题，

提出许多解决办法。对岩石力

学试验、坝基稳定计算、施工

爆破方法、基础处理措施、地

应力问题的发现和处理以及

监测系统的设置等各个方面，

进行了大量的指导工作，并提

出多种设计方案，

1981 年，在葛洲坝进行施

工过程中，陈宗基应邀进入中

南海，参加葛洲坝截流会议。

在截流施工过程中，他亲自参

加大江截流，并提出重要建

议。在大江截流中，当龙口剩

下 20 多米时，水位迅速升高，

流速加快，江水狂浪翻滚，暴

跳如雷。当 25 吨重的混凝土

四面体投入龙口时，瞬间就被

咆哮的江涛席卷而走，在场人

急得擦手冒汗，情绪非常紧

张。这时在场的陈宗基经过估

算，当即向工程负责人提出意

见，建议采用钢丝绳把几块四

面体系在一起抛投的方法，这

一至关重要的建议，得到工程

单位的采纳。当连在一起的

“葡萄串”抛入龙口时，江水冲

不走了，大江截流终于获得成

功了。

在大江截流的施工现场，

陈宗基看到万里长江第一次

被人们征服的情景，激动得流

下喜悦的热泪。他回忆起旧中

国的黄河泛滥，广大人民群众

身受其苦，今天新中国变水害

为水利，葛洲坝建成后能夠大

量发电，可为人类造福，再也

不必忧患像黄河泛滥的问题

了。他为能参加这一伟大工程

的建设，感到万分的荣幸。

成果名扬海内外
陈宗基致力开展科研，频

频研出成果，他也名扬海内

外。他从 1955 年回国至 1957

年，通过对粘土的试验研究，

在国际上提出“粘土结构力

学”这一新学说，用以阐明土

的流变和破坏特性。他的这一

学说，在 1959 年被挪威物理

化学家罗森维斯特用电子显

微镜的观察所证实。他的这个

学说被编入国外教科书。

陈宗基有关土的变形和

强度理论以及土的动力特性

的研究，在国际上首先发现粘

土存在着三个变形阶段和三

个屈服值。特别是第三屈服

值，或叫最高屈服值的概念，

对工程的长期稳定性是有重

要意义的。1961 年，陈宗基建

议在工程设计中，采用最高屈

服值取代常规的峰值强度指

标。波兰教授凯塞尔在 1973

年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土力学

与基础工程学会大会上说：

“由于陈宗基首先发现这个屈

服值。这个屈服值应叫做陈氏

屈服值”。

1981 年，陈宗基根据对长

江葛洲水利枢纽工程地基泥

化夹层的研究，写出论文《泥

化夹层的剪应力松弛和蠕变

性质及其在坝工设计中的重

要性》，在国际会议上发表。

1983 年，他进一步发展流变扩

容理论，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国

际岩石力学学会第五届大会

上发表了《在岩石破坏和地震

之前与时间有关的扩容》的论

文。

陈宗基在西德国际大地

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上，发

表了《岩石的流变和扩容及本

构方程》的论文，他在国际岩

石力学学会第四、五两届大会

上，以及在 1984 年美国岩土

工程实例国际讨论会上，都作

为特邀演讲人，向大会作了专

题学术报告。他在第四届国际

岩石力学学会担任执行副主

席时，就国际岩石力学的研究

方向作了大会专题报告。

陈宗基在岩土流变学方

面撰写了 70 多篇论文，其主

要的有《粘土层三向固结流变

理论》《固结及次时间效应的

单向问题》《粘土的二次时间

效应与固结》《土的结构力学》

《粘土的流变参数和固结系数

的测定》等，分别在荷兰、法

国、西德、瑞典、葡萄牙、苏联、

日本、波兰以及美国等国家广

为流传，并引起国际土力学界

的重视和研究。

陈宗基对唐山大地震的

机制、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

和青藏高原的隆起原因作了

研究。1979 年，他的论文《唐

山大地震的物理流变模式》

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国际大地

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会议

上发表。1980 年，他的论文

《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和青

藏高原隆起的热流变过程》在

北京召开的青藏高原国际讨

论会上发表，得到海内外专家

学者的肯定。

1981 年 5 月 2 日，中共中

央书记处把出席中国科学院

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的科学

家，请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

会后陈宗基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近几年来，我对地球动力

学开展研究，进一步探讨地震

成因，矿床的分布规律以及板

块运动的驱动力问题，在祖国

的科学家是可以大有作为

的。”

陈宗基终身教授致力科

技事业，为了发展经济和科

技，曾多次为政府决策提出过

重要的建议，还为华侨统战事

业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是

第二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

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华侨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侨联

第二至四届副主席。

陈宗基还任国际岩石力

学学会副主席，土力学与基础

工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

和多个学会常务理事。担任多

家杂志主编、副主编。1983 年

被选为比利时皇家科学、文学

与艺木院外籍院士，其事迹被

收入《世界名人录》。

1991 年 9 月 2 日，陈宗基

因心脏病发作在上海逝世，享

年 69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