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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高层建筑的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各式各样的高层建筑随处可见,笔者以高层建
筑结构设计的特点作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和研究高层建筑在结构设计中会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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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construction scale of high-rise buildings is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and all kinds of high-rise buildings can be seen everywhere. The author tak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rise building structure desig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in-depth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high-rise
buildings in structural design Problems encou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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