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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这几十年里,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幅的提高,
与此同时,居民也对居住的条件有了更高的要求。而土木工程建设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进步,作为增
强国民经济实力的基础工程,土木工程要打破传统的建造模式,着重研究建筑结构和地基的加固。地基直
接影响着整个工程的稳定,因此相关部门对于建筑材料的审查和建筑结构的分析以及对建设过程中的
安全问题要格外重视。施工人员要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确保土木工程结构设计和地基加固技术的良
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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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untry’s economic strength has grown
stronger and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also been greatly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residents have also ha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living conditions.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as also made continuous progr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s a basic project to enhance the streng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civil
engineering must break the traditional construction mode and focus on the reinforcement of building structures
and foundations. The found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stability of the entire project. Therefore,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review of building materials, the analysis of the building structure,
and the safety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personnel must operate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specifications to ensure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structure design and foundation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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