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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诊改工作概述

2019 年是本人三年一周期的个人发展规划结束之年。在 2017 年

-2019 年期间，本人围绕个人发展规划的目标链：学校骨干教师→湖

南省青年骨干教师，以及对应的标准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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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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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诊改工作，通过不断地学习、反思和改进，2017-2019 年周期性

诊改达成率为：84%，具体目标达成情况如下：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目标量化指标
总达成
情况

1.1政治学习 每年参加政治学习不少于 3次，三年不少于 9次； √

1.2立德树人 积极参加师德师风建设活动，并达到相关要求； √1 师德师风

1.3创先争优 共各类荣誉称号不少于 0次 √

2.1授课课程 年均授课门数不少于 2门 √

2.2授课时数 年平均课时量 340以上 √

2.3 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获 B等至少 2次 √

2.4 竞赛活动 每年教学比赛不少于 2项 √

2.5 教学研究 三年申报各级教改项目不少于 1项； ○

2 教育教学

2.6 教研活动 每年参加教研活动不少于 3项 √

3.1 科研项目 每年各级课题在研不少于 1项,三年不少于 2项； √

3 科学研究

3.2 学术论文
每年发表论文不少于 1篇，三年发表学术论文不少

于 2篇； ○



3.3 学术成果
三年形成著作、教材、专利、科研获奖等成果不少

于 2项； ○

4.1 培训进修 每年的继续教育达到省厅要求；国外访问 1次。 √

4.2学历职称 达到副高职称 √

4.3 实践锻炼 有 1次企业实践锻炼的经历 √

4 素质提升

4.4 专业提升 晋升专业带头人 √

5.1社会培训 每年参加社会服务、社会培训等活动至少 1次 √

5 社会服务

5.2技术服务 每年进行提供的各类技术支持至少 1次 √

三年周期性诊改总目标
能成为具有高尚职业道德、具有先进教学理念、具

有较高教学能力、具有较好科研水平的教学型青年

骨干教师。

√

三年周期性诊改目标达成率
84%

二、三年阶段诊改目标达成情况分析

1.三年各维度阶段目标达成度情况

规划条目 质控点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师德师风

1.1 政治学习

1.2 立德树人

1.3 创先争优

100% 100% 100%

2.教育教学

2.1 授课课程

2.2 授课时数

2.3 教学质量

2.4 竞赛活动

2.5 教学研究

2.6 教研活动

83% 83% 83%

3.科学研究

3.1 科研项目

3.2 学术论文

3.3 学术成果

33% 67% 67%

4.素质提升

4.1 培训进修

4.2 学历职称

4.3 实践锻炼

4.4 专业提升

100% 100% 100%

5.社会培训
5.1 社会培训

5.2 技术服务
100% 100% 100%

年度总达成率 83% 89% 89%



2.三年阶段性诊改未达成质控点分析

年度 未达成质控点 未达成说明 主要未达成原因 改进措施

2017 2.5 教学研究
教改项目标值是 1 个，

实际值 0 个 ；

1.对教、研时间分配不

均衡；

2.教学研究水平有待

提升。

提升教学:

1 时间分配均衡;

2 提升研究水平;

2017 3.2 学术论文 未公开发表论文；

1.对科研未引起足够

重视；

2.对教、研时间分配不

均衡。

提升科研:

1 时间分配均衡;

2 重视科研;

2017 3.3 学术成果
未有著作、教材、专利、

科研获奖；

1.课程团队人数不成

熟；

2.对教、研时间分配不

均衡；

提升科研:

1 增加专业团队人

员;

2 时间分配均衡;

2018 2.5 教学研究
教改项目标值是 1 个，

实际值 0 个 ；

1.对教、研时间分配不

均衡；

2.教学研究水平有待

提升。

提升教学:

1 时间分配均衡;

2 提升研究水平;

2018 3.3 学术成果
未有著作、教材、专利、

科研获奖；

1.课程团队人数不成

熟；

2.对教、研时间分配不

均衡；

提升科研:

1 增加专业团队人

员;

2 时间分配均衡;

2019 2.5 教学研究
教改项目标值是 1 个，

实际值 0 个 ；

1.对教、研时间分配不

均衡；

2.教学研究水平有待

提升。

提升教学:

1 时间分配均衡;

2 提升研究水平;

2019 3.2 学术论文 未公开发表论文；

1.对科研未引起足够

重视；

2.对教、研时间分配不

均衡。

提升科研:

1 时间分配均衡;

2 重视科研;

三、周期性诊改主要问题

1.师德师风方面

本人政治理论水平不够高度，思考问题也存在深度不够的问题。

2.教育教学方面

由于教学工作量大,本人课程设计还欠特色,教学方法还不够丰富,



教学手段还需与时俱进,教学成果还不够高度,存在未得到推广应用等

方面的问题。

3.科学研究方面

本人科研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

4.素质提升方面

本人自身的教学理论水平、教学技能、教学理念、专业基础等还

需要进一步提高。

5.社会服务方面

本人在社会服务方面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

四、周期性诊断改进措施

1.师德师风方面

主要通过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提升了自我的政治素养；继

续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通过学习加强与同志之间的交

流，提升了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

2.教育教学方面

尝试使用移动教学平台比如蓝墨云来组织教学。从课前、课中、

课后三个阶段优化教学组织管理，以开设大课的形式，线上与线下混

合式教学，提高教学效率。为提升课堂教学的规范性和教学质量，通

过遵循“两个规范”来提高课堂的纪律性，提高“抬头率、点头率”。

为了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和水平，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3.科学研究方面

通过继续积极主动主持申报校级课题，省级课题、撰写教改论文

及高水平核心论文、参与教程编写、参与论文评奖等方式加强教学科

研意识，提升将教学经验和想法转化为教学成果的科研能力。

4.素质提升方面



积极参加各项与课堂教学、教学资源建设、课程规划等主题的培

训学习。通过参加培训学习，加强了与省内外同行的沟通，更新提升

了教育教学理念、尤其对教学设计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5.社会服务方面

针对湖南省一些地方县市高职院校建筑专业教学同行在教学理念、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未能与时俱进，教学设计理解不深刻的一些问题，

秉承分享经验的，推广成果，互相提升的目的，在湖南省教育厅省培

中进行教学成果的分享和交流。

五、三年周期性诊改成效

1.师德师风

本人通过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提升了自我的政治素养；继

续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通过学习加强与同志之间的交

流，提升了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严格执行师德规范，有高度的事业

心、责任心，爱岗敬业。师德师风方面得到了大家的一直肯定。

2.教学业绩

2017年度

本人完成 3 门课程教学，教学课时 412 节。 指导学生熊洁、刘

俊、唐政参加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指导学生刘俊，

熊洁，刘杰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2018 年度

本人完成 3 门课程教学，教学课时 440 节。指导学生宁海金、

张振世、陈哲、熊泽昀、姜继盛参加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

大赛。 指导学生何洋参加“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组织

刘晓晖、熊慧灵、饶一鸣等老师指导学生汤涵、肖丽娟、焦丽、谭飞、

李明亮、李余喜参加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BIM）比赛。在学院举行



的教师职业技能竞赛中，我与饶一鸣老师的墙体砌筑质量检测实训教

学设计荣获院三等奖。

2019 年度

本人完成 3 门课程教学，教学课时 440 节。指导学生焦丽参加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组织刘晓晖、熊慧灵、饶一鸣、

彭维龙等老师指导学生焦丽、谭飞、付维、丁小飞湖南省职业技能大

赛——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应用（BIM）比赛。组织专业教师及学生参加

“品茗杯”BIM 毕业设计比赛，其中谭娟老师和蒋海波老师指导的学

生谭飞、焦丽、李明亮、孙振为、汤益阳团队获得优胜奖。

3.科研业绩

课题：《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

建筑施工安全虚拟仿真实训中心，省级课题，2016 年 立项，目前已

经结题。

课题：安全生产示范性特色专业群核心课程开发项目——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校级课题，2018年立项，目前正在结题中。

4.素质提升

2017年度

2017年 5月，受湖南广联达公司邀请，我参加全国高等院校建筑

专业 BIM 技术创业创新高层论坛会议，与全省建筑类高校教师进行交

流。

2018年度

2018 年 8 月 14 日-9 月 2 日，我随同李薇处长，和黄敏、杨弋、

谭程鹏、李娟、陈蕾等老师奔赴德国慕尼黑等地进行职业教育学习，

通过学习他国先进的职教经验，为我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技术支撑。

2019年度



2019 年 6 月 22 日参加了长沙一砖一瓦教育咨询公司举办的“高

等职业教育工程管理类专业教学改革交流会”，与四川建院工程造价专

家袁建新教授进行相关学术交流。2019年 6月 20-21日参加了广联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2019 装配式高校发展高峰论坛”，与黑龙

江建院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专家赵妍教授和榆构集团构件厂厂长李晓文

进行相关学术交流。2019 年 5 月 30 日参加了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和北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住宅产业化 &建筑结构新规

范技术交流会 高校分论坛”，与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陆金钰博导和

合肥工业大学建筑学院贾莉莉硕导进行相关学术交流。2019年 4月 20

日参加了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举办的“2019年湖南省建筑类高校

BIM造价全过程管理交流研讨会”，与湖南交通职院工程造价专业刘钢

副教授进行相关学术交流。

5.社会服务

针对湖南省一些地方县市高职院校建筑专业教学同行在教学理念、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未能与时俱进，教学设计理解不深刻的一些问题，

秉承分享经验的，推广成果，互相提升的目的，在湖南省教育厅省培

中进行教学成果的分享和交流。

六、下一阶段努力的方向

继续提升本人政治理论水平，坚持深度思考，明辨是非。教学课

程设计力争有特色,丰富相应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与时俱进,争取教

学成果能得到推广应用。进一步加强科研能力的提升，进一步提升个

人的教学理论水平、教学技能、教学理念及专业基础等，加强社会服

务方面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