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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工程项目最终施工结果主要是取决于该工程的结构设计,合理的结构设计是保证土木工
程质量的最基本条件。本人结合自己多年经验,首先对土木工程的结构设计做了一个详细的总结,为土木
工程结构安全打下坚实的基础,再对土木工程的结构设计与地基加固技术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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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the final construction result of a construction project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the project. Reasonable structural design is the most basic condition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Based on my years of experience, I first made a detailed summary of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civil engineering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tructural safe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then analyzed the
structural design and foundation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of civi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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