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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经济水平的增长对城市化建设起到促进作用,为适合社会发展需求,建筑工程的结构设计
应有所创新。应用概念设计理念进行建筑结构设计,要求设计师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能力,同时还应具备
较强的学习能力,能够将先进的理念应用于建筑设计工作中,提升建筑工程的设计质量和设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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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owth of social and economic level plays a role in promoting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hould be
innovated. The application of concept design concept to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design requires designers to have
a high level of professional 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also have strong learning ability to apply
advanced concepts to the construction design work, so as to improve the design quality and design level of
build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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