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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层建筑是建筑技术进步和城市化发展作用下的结果,有助于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用地紧张的
局面,能够满足人们生产和工作空间的需求。高层建筑往往高度较高、结构复杂,施工难度较大,这就对
高层建筑结构设计的整体性能提出了较高要求。因此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要满足安全、经济和美观的质
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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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in Structural Design of High-rise
Buildings
Ruoyu Shi
Wanyi Architecture Design Consulting Co., Ltd in Chengdu City
[Abstract] High-rise buildings are the result of the progress of building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which helps to solve the shortage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nd meet the needs of people's
production and working space.High-rise buildings are often high in height, complex in structure anddifficult to
constructwhich requires higher overall performance of high-rise building design. Therefore, 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high-rise buildings must meet the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safety, economy and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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