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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教师个人自我诊改报告

安全工程学院  陈蕾

一、诊改工作概述

本人以个人规划目标“专业骨干教师→学校骨干教师→湖南

省青年骨干教师”为目标链，以“学校骨干教师评定标准、湖南

省青年骨干教师评定标准、学校职称晋升评定标准等”为标准链，

从“师德师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素质提升、社会服务”5

个层面进行本年度的诊改工作，诊改成效达成率为：89%，主要

诊改工作如下：

1.师德师风方面

针对政治学习不够深入细致，学习内容比较零散，系统性不

够强的问题，主要通过坚持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提高自身政治理论，并且要进一步学原文，学专

题，力求在真学深学、学以致用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积极参

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加强政治理论的掌握，不断强化自

身的理论武装。参与“五个一”党员帮扶活动，用切实行动帮助

学习困难的学生，针对他们学习上存在的问题，帮助他们找到学

习方法，让他们能够找到学习的自信。

2.教育教学方面

针对教学课程多、教学工作量大、教学方法不够多样、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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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不够创新、教学成果未较好运用等方面的问题，做了如下的

教学诊断改进工作:

    （1）结合专业特点，根据不同课程和不同年级学生的情况，

因材施教，合理开发，采用多样的教育方法，极大地激发学生学

习的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全年高质量超额完成教学课时 504 节，

其中上学期承担了烟花爆竹专业 16 级（35 人）的《烟花爆竹燃

放安全与技术》，17 级（30 人）的《烟花爆竹基础化学》，五年

制 1654 班（57 人）、1655 班（58 人）的《基础化学》，安管（轨

道）1702 班（61 人）、中航 1701 班（42 人）的《应急急救技术

实训》课程的授课任务，共 264 课时；下学期承担了烟花爆竹专

业 17 级（31 人）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18 级（66 人）的

《烟花爆竹基础化学》，基础教育五年制 1755 班（57 人）、1756

班（59 人）的《基础化学》课程的授课任务，共 240 课时。教

学测评等级为 A 级，教学质量得到同行和学生的高度评价。

    （2）教学中结合高职学生的实际学情和教学内容的特点，

以实际工作岗位导向，采用案例分析法、问题驱动法、分组讨论

法等多元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根据专业岗位需求，不断优化教

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学习兴趣，并

不断提高学生专业技能。充分利用校企合作优势，利用学校烟花

爆竹专业的硬件条件和企业资源开展实践教学，让学生能够结合

工作岗位实际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巩固，切实为企业实际需求培养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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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积极参加学校以及省级教学能力比赛，提升自身的教

学能力和水平，加强了教师之间的教学经验交流、实践操作交流，

以促进自身理论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并通过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

业院校化工安全生产技术技能竞赛和创新创业比赛，帮助学生进

行理论知识的转化，专业技能得到了提高，为他们今后的发展提

供更有利的保障。参加省级教学职业能力比赛 1 项，指导学生参

加现代化工 HSE 应用技能大赛和创新创业比赛。

3.科学研究方面 

针对科研成果不多、科研能力需进一步加强的问题，通过积

极主动主持和参与校级课题、省级课题的申报，认真撰写教学教

改论文，参与教材编写、参与论文评奖等方式加强主动进行科研

的意识，提高科研能力，促进教学成果转化成科研成果。申报校

级核心课程建设项目 1 项，参与编写安全知识读本 1 本，参与校

级课题 3 项、省级课题 2 项。

4.素质提升方面 

针对自身教学理论水平、实操技能、教学理念、教育教学理

念等还需进一步提高的问题，通过积极参加与课程建设、安全培

训、实践技能、职业教育、党建等主题的培训学习，提高自身专

业技能和素质。参加学院举办的校内集中培训（36 课时）、教育

部教师工作司、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举办的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

（16 课时）、烟花爆竹专业实践技能提升培训（40 课时）、2018

年度安全培训教师培训（30 课时）、德国进行职业教学学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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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课时）、2018 年全省高校党支部书记培训（6 课时），公需

课程培训（30 课时），超额完成了继续教育学时。通过参加培训

学习，推动了专业课程的建设，提升了安全培训的能力、提高了

专业实践技能，更新了职业教育理念，增强了党性修养。

5.社会服务方面

针对某些烟花爆竹企业在生产、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等问

题，对企业中某些岗位和员工，进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方面的

指导。

经过一年的诊改，取得了以下成果：

（1）荣誉称号

1）学校 2017-2018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2）学校 2017-2018 学年度优秀教师；

3）学校 2017-2018 年度文明职工；

4）学校 2018 年度先进工作者；

5）2018 年“禾丰·中控杯”现代化工 HSE 应用技能大赛中荣

获优秀指导老师；

6）学校 2017-2018 学年度“教学技能竞赛优秀教师”称号。

（2）日常教学

2018 年度完成 5 门课程教学，教学课时 504 节，教学质量

考评为 A 等。

（3）参与教学比赛及指导学生竞赛

1）2018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教师职业能力比赛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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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教学赛项中荣获三等奖；

2）2018 年指导学生获“禾丰·中控杯”现代化工 HSE 应用技

能大赛三等奖。

（4）科研成果

申报课题：专业核心课程《烟花爆竹生产工艺》建设，湖南

安全技术职业学院项目（项目编号：18K08），在研。

参与课题：

1）适应烟花爆竹产业转型升级的人才培养模式建构与实施，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项目编号：

XJK016CZY004），在研；

2）环保型爆响剂的研究，湖南省教育厅项目（项目编号：

16C0252），在研；

3）专业核心课程《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技术》建设，湖南安

全技术职业学院项目（项目编号：18K09），在研。

参编教材：

宁乡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委托《宁乡市中小学生安全知识

读本（初高中版）》

（5）继续教育及技术服务

1）参训教育部、学校及其他培训机构主办的相关培训，248

学时；

2）提供烟花爆竹企业中某些岗位和员工国家法律法规和技

术方面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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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达成情况
2017 年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内容 单位
目标值 实际值 达成情况

1.1 政治学习 参加政治理论学习次数 次 ≥3 3 达成

1.2 立德树人

参加师德师风建设活动；或兼

任辅导员（班主任工作）；或其

他教书育人工作

是/否
（1/0）

1 1 达成1 师德师风

1.3 创先争优 获得各级各类荣誉称号次数 次 ≥3 6 达成

2.1 授课课程 年度课程门数 次 ≥2 5 达成

2.2 授课时数 年度标准课时量是否完成
是/否
（1/0）

1 1 达成

2.3 教学质量 年度教学质量考评等级 A/B/C A A 达成

2.4 竞赛活动 参加或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 次 ≥1 2 达成

2.5 教学研究 申报教改项目、教学成果奖等 次 ≥1 1 达成

2 教育教学

2.6 教研活动

教研会议；指导青年教师；指

导创新创业工作；指导社会实

践活动；指导学生社团工作

次 ≥3 3 达成

3.1 科研项目 横向、纵向课题 项 ≥1 2 达成

3.2 学术论文 发表核心、一般论文等 篇 ≥1 0 未达成3 科学研究

3.3 学术成果 著作、教材、专利、科研获奖 项 ≥1 1 达成

4.1 培训进修

继续教育、国内外培训进修、

国内外访问学者；取得行业资

格证书、等级证书情况

是 / 否
（1/0）

1 1 达成

4.2 学历职称 学历学位提升、职称晋升
是/否
（1/0）

0 0 达成

4.3 实践锻炼
赴企业挂职锻炼、到政府部门

跟班学习等

是/否
（1/0）

1 1 达成

4 素质提升

4.4 专业提升
双师、教研室主任或专业带头

人、各级骨干教师、教学名师

是/否
（1/0）

1 1 达成

5.1 社会培训

为企业、社区人员进行培训；

参与安全知识进校园，送培上

门、送教上门等社会服务

次 ≥1 0 未达成

5 社会服务

5.2 技术服务
提供的各类技术支持；担任各

级各类竞赛专家或评委
次 ≥1 1 达成

诊改成效达成率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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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问题 1：发表论文未达到目标，申请的专利未授权。

原因分析：撰写了教学教改方面的论文，形成了初稿，由于

本学年一共承担了 5 门课的教学任务，另外还指导了 15 级学生

的顶岗实习和毕业设计，参加省级教师职业能力比赛，指导学生

技能比赛和创新创业比赛等工作，面对繁重的教学工作和各种比

赛，没有进行精心地修改，并投稿，因此导致论文未发表。另外，

申请了两个实用型新专利，但是由于专利申请周期较长，本年度

未被授权。

问题 2：参加社会培训未达到目标。

原因分析：自身服务群众的意识不强，认为只要平时把教学

工作和学生培养工作做好就可以了，没有积极去争取为企业、社

区人员进行培训或参与安全知识进校园，送培上门、送教上门等

社会服务的机会，并且也存在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限，或职称不高

等方面的原因。

问题 3：指导学生技能竞赛成绩不理想，未达到预计目标。 

原因分析：现代化工 HSE 应用技能大赛与去年的全国职业

院校化工安全生产技术技能竞赛存在着差异，赛项设置有所不同，

比赛侧重点也不同，并且学校没有比赛所需的软件和硬件条件提

供，学生需要到其他院校进行培训，时间有限，指导竞赛培训的

经验不足，并且参赛学生非化工专业学生，专业知识欠缺，实际

操作能力不足，没有参赛经验，训练时间较短等，都导致竞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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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得理想成绩。

四、改进措施

第一，多查阅专业相关、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加强

专业知识和技能，学习文章的撰写技巧，提升自身文章的质量。

通过与同事交流、向专家请教、听科研讲座等形式增强科研能力。

第二，要积极争取参与安全知识进校园、送培上门、送教上

门等社会服务的机会，切实发挥教师为人民服务的作用。提高自

身服务群众的意识，充分利用自身从事烟花爆竹专业教育的优势，

开展专业相关的社会服务。

第三，认真研究今年化工技能竞赛的文件，提早计划明年比

赛事项，进行指导教师团队建设、学生选拔、比赛理论与技能知

识准备、培训安排等工作，认真总结今年参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吸取经验，在明年的比赛中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