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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核心理念,结合“中国制造2025”和本专业培养目标,制定了材料成型设备及
自动化的课程培养目标,优化了课程教学内容,实施了混合式课堂教学和项目驱动的多样化教学模式,完
善了课程考核机制。课程教学改革有效促进了工程教育认证模式的执行,提升了学生专业应用能力和本
专业工程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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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re concept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combined with "Made in China
2025" and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this major, the curriculum training objectives of material molding
equipment and automation are formulated,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content is optimized, and the mixed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oject-driven diversity are implemented The teaching model has improved the course
assessment mechanism.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model, and improved the students' professional application ability and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this major.
[Keywords]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training objectives; mixed classroom; project-driven; process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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