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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经济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迎来了较为稳定的时期,由此使得我国的城市化
进程得到持续推进,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愈发完善。在这一背景之下,城市高层房屋建筑的发展不可
避免,建筑行业持续壮大,但也会遇到不少新问题,针对高层房屋建筑的施工技术应用就需要引起重视。
城市建筑数量和规模的扩大、技术的更新以及土地资源等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出现,如何保证
高层建筑展现其正常功能的同时,稳定性和安全性持续提升也是建筑企业需要关注的要点。因此,分析当
前高层房屋建筑施工技术极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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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rapid development, China's economy has ushered in a relatively stable
period, which makes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continue to advance, so the urb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erfect. In this context,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high-rise buildings is inevitable,
and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ntinues to grow, but it will also encounter many new problems. The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for high-rise buildings needs to be paid attention to.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number and scale of urban buildings, the renewal of technology and land resources, more and more high-rise
buildings appear. How to ensure that high-rise buildings show their normal function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stability and safety is also the key point that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refore,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high-rise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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