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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施工组织设计实训教学是职业教育下的重要环节,实训教学通过理论教学,软件教学,实验教学
中极大的让学生更加熟练掌握专业知识与软件运用。介绍了国内普遍的施工组织设计实训教学内容,
分析了实训教学的优缺点和改革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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