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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对于建筑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我国的国土资
源是有限的,因此,高层建筑物在不断的发展,而在高层建筑物的建设过程中框架剪力墙结构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承重结构,如果在建设过程中,没有做好对剪力墙结构的设计,采取相应的施工技术,那么很有可能
在后期使用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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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demand for buildings is increasing, but China's land resources are limited. Therefore, high-rise buildings are
developing continuously, an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high-rise buildings, the frame shear wall structure is
a very important load-bearing structure. If the design of the shear wall structure is not well done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adopted, it is likely to have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later us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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