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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房屋在使用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各样外在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它对房屋使用寿命的缩短是
有很大影响的。由于长期的风吹日晒,再加之人为的破坏,房屋结构会慢慢受到损坏,会出现开裂的缝隙,
这将大大降低房屋本身的稳定性。为了避免由于房屋结构稳定性降低,给房屋使用者带来的生命和财产
威胁,在房屋建筑和使用过程中,必须认识到房屋加固的重要性,也要重视对加固技术的运用,这样不仅能
够延长房屋的使用寿命,还能够避免房屋结构损坏对使用者的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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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using will be affected by various external factors and human factors in the use process,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shortening the service life of housing. Due to long-term wind and sun exposure, coupled with
man-made damage, the structure of the house will be damaged slowly, and cracks will appear, which will
greatly reduce the stability of the house itself. In order to avoid the threat of life and property to users due to the
decrease of structural stability, 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reinforcement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and use, which can
not only prolong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building, but also avoid the threat of structural damage to users'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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