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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被建造起来,这些建筑物大多是用混凝土建
造的。与其他材料相比,混凝土建筑具有坚固耐用的优点。针对我国地质条件复杂性,同时为了保证施工
质量,需要对混凝土建筑进行相应的加固。本文以混凝土建筑结构加固技术为研究中心,对涉及的方面进
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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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my country, more and more high-rise buildings are being
built, most of which are constructed of concrete. Compared with other materials, concrete construction has the
advantage of being strong and durable. In view of the complexity of my country's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in
order to ensure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crete buildings need to be reinforced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takes
concrete building structure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as the research center, and briefly analyzes the involved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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