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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通过分析建筑业信息化与智能建造背景下,土木工程专业人才需求面临新的现状,通过对
企业及往届一毕业学生的走访调查,剖析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重点研究智能建造背景下
土木工程专业人才需求趋势和人才需求特点,针对需求特点确定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改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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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on the demand of civil engineering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Xuli Wen
Southeast University Chengxian College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of the new situation faced by the of civil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and found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civil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by visiting and investigating to the enterprise and the graduated
students. This paper focused on the demand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ivil engineering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building.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s, the reform ideas of civil
engineering talents training were sugg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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