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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的专业定位及产出导向,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山东
省轨道交通的发展趋势,以山东交通学院为例,确定了其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
在此基础上选择了合适的理论课程体系与实践教学体系,亦可为其他应用型本科院校城市地下空间工
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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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才培养方案制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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