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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我国很多高层建筑结构往往是以钢结构为主,钢结构和其他结构对比存在十分明显的
优势,展现出抗震性能强、结构性能优良和成本低的特点。钢结构展现出一定优势和价值,在多个方面性
能得以充分体现的情况下,更好推动高层建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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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is stage, many high-rise building structures in my country are often based on steel structures.
Steel structures have obvious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other structures,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seismic performance, excellent structural performance and low cost. The steel structure shows certain advantages
and value, and it can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rise buildings when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ple
aspects is fully ref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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