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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土木工程来讲,结构设计是其关键环节,不仅能够提升建筑整体施工水平,也能够确保建筑
物的质量及其安全性。本文就结合当前我国土木工程结构设计中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指出结构设计的具
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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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civil engineering, structural design is the key link, which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level of the building, but also ensure the safety and quality of the build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civil engineering in my country, and points out specific measures for
structur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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