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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结构设计对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性有着直接影响。在设计工作中,要通过技术更新、结构
优化调整来保证建筑整体效果,延长建筑使用寿命,提升建筑的建设价值。文章就重点分析了建筑结构设
计中的优化策略,希望对相关从业人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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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design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ensure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building, extend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building,
and enhance the construction value of the building through technical update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and
adjust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in the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design,
hoping to help the relevant practit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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