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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球上每年都会发生数以万计次的地震,对各国居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都造成了极大的危
害,而经过多年的研究发现,引起地震的主要原因为地壳运动,当地球上各个板块发生碰撞和挤压,都会
引起板块边缘和内部破裂和震动,进而引发地震。随地震强度的不同,造成的破坏程度也有所不同,强
烈的地震可能导致房屋垮塌和人员伤亡,同时还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由于现阶段地震无法预测,
因此,我们需要提高建筑抗震等级,做好防御,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进行保障。随着我国建筑
行业的发展,在房屋建筑抗震设计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因此,本文分析了建筑结构工程抗震设计
的作用及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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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ns of thousands of earthquakes occur on the earth every year, which has caused great harm to the
life and property safety of residents in various countries. After years of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cause of
earthquakes is crustal movement. When each plate on the earth collides and compresses, it will cause rupture and
vibration at the edge and inside of the plate, and then lead to earthquakes. The degree of damage varies with the
intensity of the earthquake. A strong earthquake may lead to house collapse and casualties, as well as serious
economic losses. Since earthquakes cannot be predicted at this stage, we need to improve the seismic grade of
buildings, do a good job in defense,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seismic design of buildings.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and key points of the seismic design of building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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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对建筑结构工程的重点部位进
行重点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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