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基于 OBE 理念的工程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改革
赵曼莉
湖南城市学院 管理学院
DOI:10.12238/er.v4i6.4009
[摘 要] 为顺应新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作为工程管理专业核心课程的
工程项目管理,必需变革传统的“以内容为本”、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本文系统分析了工程项目
管理传统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OBE理念的教学改革思路,以预期“学习产出”为导向,就课程体系、
教学方式和课程考核等方面的改革策略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持续改进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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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talent needs of the new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applied talents, as the core course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content-oriented" and teacher-centered teaching mod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of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puts forward the teaching reform idea
based on OBE concept, oriented by the expected "learning output", and expounds the curriculum system,
teaching methods and curriculum assessment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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