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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建筑结构的设计要求,针对我国标准规范识别方法、自然荷载的设计应用、地质勘察报告
共三方面的合理化设计依据,对其结构设计进行重点分析。首先,从我国标准规范识别方法上进行论述说
明,其次在自然荷载的设计应用上进行有效辨别和正确判断,其中包括抗震设计、风荷载、雪荷载以及温
度荷载的应用论述,最后,从地质勘察报告的采纳上,进行合理化识别方法研究。从而通过对建筑结构设
计依据合理化识别方法的探讨,有效提升建筑结构设计的合理化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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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ational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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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design requirements of the building struc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its structural design according to the rational design basis in three aspects: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Chinese
standards and codes,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natural loads, and the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report.Firstly,
the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Chinese standards and codes is discussed; secondly,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natural loads are effectively identified and correctly judged, including the application of seismic design, wind
load, snow load and temperature load; finally, the rational identification method is studied from the adoption of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report.Thu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n the rationalization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basis, w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rationalization level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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