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发展

Building Development

第 5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中图刊号）：860GL006

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安全隐患及解决措施研究
杨冬冬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DOI:10.12238/bd.v5i6.3829
[摘 要] 当前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建筑体的居住安全性和舒适性要
求标准也在不断提升。在建筑结构的设计工作中,由于各种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建筑结构设计工
作中经常会存在不良的安全隐患问题,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建筑结构设计工作质量以及建筑体的整体安
全性。相关建筑工程单位针对建筑结构设计问题也加以了高度关注和重视,并对其中存在的各种设计问
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同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本文就此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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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people's requirements for
living safety and comfort of buildings are also improving in their daily life. In the design of building structur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re are often bad potential safety problems in
the design of building structure, 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and the
overall safety of the building. Relevant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units have also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various design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solutions, which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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