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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建筑行业中,框架结构已成为了大家所熟知的一种结构形式,无论是工业建筑还是民用
建筑,框架结构已经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框架结构设计是建筑工程项目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中
结构设计的质量影响着建筑物的稳定性、安全性以及承载能力。文章针对建筑框架结构设计问题及要
点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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