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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高层建筑施工而言,转换层的施工方案设计将会对最终的施工质量产生关键性影响,是施
工技术标准制定的的重要环节。本文将会对施工需要注意的技术方案进行了阐述,着重对混凝土施工技
术方案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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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High-rise Building Transfer Structure
Xiaobo Fu Chao Liu Xiurong Deng
Sichuan Dazhou Hongwei Concrete Co., Ltd
[Abstrac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rise buildings, the construction scheme design of transfer floor will
have a key impact on the final construction qual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formulation of
construction technical standards. This paper will elaborate the technical scheme that needs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chnical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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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强有利于高层建筑施工质量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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