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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房屋的结构有了多样化的需求。另外,为了更好
的提高建筑的整体质量,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对建筑结构进行优化设计。本文将根据房屋结
构优化的背景和目标,深入探讨进行建筑结构优化的方法,从而提高建筑水平,更好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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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alysis of optimization method of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in hous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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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living standards, people have a
diversified demand for the structure of housing.In addition, in order to better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building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optimizing the design of
the building structure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meet the social needs.According to the background and
goal of building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will deeply discuss the method of building structure
optimization, improve the building level, and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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