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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建设进程中,建筑行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满足人们对于建筑设计的多方
面需求,需要提高我国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技术水平。而在实际的建筑结构设计当中,框架结构设计是整
个建筑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环节。合理的建筑结构框架设计能够使建筑空间得到充分的利用。为了保
证我国在建筑结构设计上的高效发展,本文从框架结构的主要特征、框架结构存在的问题以及框架结构
设计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的应用,这三方面进行充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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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meet people's various demands for architectural desig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our
country's technical level in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design. In the actual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design, the frame
structure design is the most basic and important link in the whole building. Reasonable architectural framework
design can make full use of architectural spac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design in China, this paper fully discusses the main features of frame structur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frame structur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frame structure design in architectural structur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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