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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我校特点和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基本情况,对近年来《材料科学基础》教学团队,在坚持
OBE理念指导下的课程建设,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和特点、课程考核、评价方式、改进措施等方面的情
况和取得的成效,进行梳理总结,以期对他人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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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per,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ur university 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some experiences and conclusion about the curriculum of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have been introduced, such as the teaching team introduction,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OBE idea, the main direction of teaching reform, the characteristic, course examination, the
evaluation mode,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as well as some achievements, in order to further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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