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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的背景下,现代房屋结构设计优化有了新延展。本文围绕房屋建筑优化
设计,基于设计人员和企业两者阐述房屋建筑建构优化的充分性和必要性、设计具体优化及优化的意义,
以期抛砖引玉,促进建筑行业各方协调发展,为居住者提供更多科学、安全、稳定的房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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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ntinuous urbanization, the optimization of modern housing structure
design has a new extension. Focusing on the optimal design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ufficiency and necessity of optimization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the specific optimization of design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optimization based on both designers and enterprises, with a view to attracting valuable ideas,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ll par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providing more scientific,
safe and stable housing structures for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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