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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钢材重量轻、强度大,与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相比,钢结构的竖向构件截面积优势更为明显,所
以在当前的建筑工程中被广泛应用。而本文就从钢结构的含义出发,针对钢结构设计的稳定性与设计要
点进行了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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