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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诊改工作概述

本人以个人规划目标“学校兼职教师→教学型教授”为目标

链，以“学校专业教师基本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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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政治理论水平不够高的问题，主要通过认真学习党的十

九大精神，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活动，提升政治理

论水平；参加党员帮扶活动，帮助学习和生活上有困难的学生，

通过谈心谈话了解学生的困难，并进行针对性帮扶，加强与学生

的沟通，进一步理解和发挥教师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2.教育教学方面

针对工作量大、课头多，教学方法还不够丰富、信息化手段

利用还不充分的问题，及如何将专业与教学相结合问题，做了如

下教学诊断改进工作：

（1）学习使用移动教学平台蓝墨云班课来组织教学。利用

课余时间设计制作部分微课程并应用于教学，提升了教学效率、

改进教学效果。全年高质量完成《专业综合实习》196 课时、



《毕业设计》168 课时、《顶岗实习》560 课时，得到同行和学

生较高的评价。

（2）为提高课堂的教学的规范性，遵守“两个规范”来提

高课堂纪律性。通过采用一定的教学方法、改进教学策略，提高

教学效果。我在实训过程中，严格要求学生，以任务驱动，让每

个在实训室的同学都真正做到勤动手，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每

次实训课结束时，及时收回学生的作品，并在下次课给予反馈。

我以项目为引导、任务驱动，将技能与专业相互结合，采用小组

互评、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3）为提升教学水平，以赛促学，以赛促教。通过积极参

加学校和省级的教学能力比赛，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比赛，来

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提升专业水平和教学水平。如协助参与学

院的教学比赛 3 项，省级比赛 1 项，均取得较好的成绩，自身的

教学水平和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专业技能进一步提高。

（4）指导学生毕业设计和顶岗实习，进一步将专业与教学

相结合。通过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进一步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

薄弱点，对学生进行专业性和针对性的指导。

3.科学研究方面 

针对科研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问题，通过积极主动主持

申报省级课题、撰写教研教改论文、参与论文评奖等方式加强科

研意识，提升科研能力。主编《现代企业安全管理》教材一部；



《一种移动式降尘装置及捕集剂的研究》、《湖南职业危害安全

生产检测检验实验室建设能力研究》等 3 个省部级课题通过结

题验收；发表 EI 论文 1 篇，获奖论文 1 篇；申请专利 4 项；获

中国煤炭教育协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 项，参与横

向课题 1 项。通过这些科研任务的完成，教研科研能力得到极大

提升。

4.素质提升方面 

针对自身的教学理论水平、教学技能、教学理念、专业技能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问题，积极参加课堂教学、专业技能培训学

习。学院校内集中培训（24 学时）。通过参加培训学习，加强

了同行之间的交流，提升了教育教学理念，进一步提升了专业技

能。

5.社会服务方面

① 本年度培训学院共安排注册安全工程师培训班 8 课时任

务，圆满完成。并承担采煤班《安全系统工程》的教学任务。

② 为省局、市县局和企业提供技术支撑

本人先后受省局和市局的委派对“三一重工”等 50 余个企

业的职业卫生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安全生产标准化进行了

评审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了验收，为各级安监部门提供了相应

的技术支撑。

经过一年诊改，取得了以下具体成果：

（1）日常教学



2017 年度完成 3 门课程的教学，教学课时为 924 学时。

教学质量考评为 B 等。

（2）科研成果

教学成果奖

2017.12 煤矿职业危害及管理培训课件，获中国煤炭教育协

会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2017.12 新型表面活性剂溶液对煤尘的润湿性能研究，获中

国煤炭教育协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论文获奖：

一种移动式降尘装置的研制与应用，被中国煤炭学会评为

2017 年煤炭科技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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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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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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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未达成

2.1 授课课程 年度课程门数 次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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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达成

2.4 竞赛活动 参加或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 次 ≥1 1 达成

2.5 教学研究 申报教改项目、教学成果奖等 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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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达成

3.1 科研项目 横向、纵向课题 项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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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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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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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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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问题 1：获得各级各类荣誉称号次数

原因分析主要有两点：第一是部门内优秀的同志太多，自己

还不足够优秀；第二是考虑到其他同志要评职称。

问题 2：未参与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和技能大赛。

原因分析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时间精力有限，未能投入充分

的时间和精力去指导学生技能竞赛；第二是缺乏指导学生技能竞

赛的经验。

问题 3：未参加湖南省教师教学能力比赛。

原因分析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时间比较紧迫，平常积累没有

积累，短时间内难以出成绩；第二是团队成员组建时间不久，配

合还不够充分，无参赛的经验。实训教学还未形成特色和亮点，

教学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四、改进措施

第一，积极联系企业，利用寒暑假到企业进行锻炼学习，了

解企业的特点和特色，向企业一线技术人员、高级技工学习实践

经验。

第二，积极提前准备，通过校内竞赛为明年的学生技能竞赛

挑选有潜力的学生，赛前进行充分的训练；了解技能竞赛相关的

政策和比赛机制，提前做好充分准备。

第三，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注意积累，通过培训学习、参加

校级比赛注重教学能力的提升，组建团队，发挥各自所长，争取

获得更好的名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