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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都在大幅提升,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国内各个行
业都在竞争中谋求创新和发展。由于高层建筑行业具有高收益、高风险、高成本的特点,因此对于高层
建筑设计问题的关注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基于高层建筑的抗震设计,针对高层建筑抗争设计中现存的
问题来探寻对应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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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my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speed and level of
development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various domestic industries
are seek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ompetition. Because the high-rise building industr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rofit, high risk and high cost,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high-rise building design. Based on the seismic design of high-rise buildings,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 strategie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high-rise building resistan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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