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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改简讯

一、学校召开本学期教学工作督导总结工作会议

11 月 29 日上午，学校在图书馆 435 会议室召开教学督导会议，学校领导、

教务处负责人、学工处负责人、各教学单位院长（主任）、教学副院长（副主任）、

学校督导员等参加会议。

教务处反馈近期教学工作：（1）期中教学检查情况通报（2）教学条件需改

善，工作中要及时反馈，注重调研，积极抓好落实，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改

善教学条件。

蒋世虎代表督导组通报本学期督导情况：（1）全校到课率普遍较高，达 94%；

（2）各教学单位对人才培养方案略有调整，总体执行情况较好；（3）外聘教师

总体教学质量较好，但存在教学资料、文件不齐全，课堂管理不到位，与学生互

动不够；（4）教学质量较好的为汽车应用学院，学生管理较好的为经济管理系。

最后，程校长作总结讲话，强调了教学质量的重要性，尤其要加强对中职学

生教学管理，督导重点抓主校区中职班的教学工作，组织好期末考试相关工作。

质管工作简报



部门动态

一、我校学子斩获技能大赛“汽车检测与维修”赛项一等奖

历经 5天激烈角逐，11 月 22 日晚，2019 年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鑫能缘杯”汽车检测与维修赛项在圆满落幕，我校由郭传慧、张峻豪、刘晓莉、

邹家友老师指导的向勇、郑兴鹏、刘东、周文龙推荐代表队，张正鹏、邹宇星、

吴畅、胡袁龙抽测代表队分别荣获推荐队一等奖与抽测队三等奖，这是我校团队

继上一年获得全省一等奖之后，今年再次斩获该奖项。

此次大赛所取得的成绩是我校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发展，积极

组织参与各项职业技能大赛的结果，将对今后专业建设、三教改革产生积极的促

进作用。

督导通报

一、十一月份教学督导反馈

十一月份教学督导听课班级学生出勤情况一览表

教学单位 时间 节次 授课课程
授课

教师
授课班级 应到 实到

到课

率

平均到

课率

汽车应用

学院

11.22 3.4 发动机维修 罗耀清
技高汽修

1702
58 58 100%

94%

11.7 1.2 思政 贾志农 汽修 1906 48 45 94%



11.13 3.4 同步器拆装 赵明跃
技高汽修

1701
55 49 89%

经济管理

系

11.7 1.2 导游基础知识 卢易晓
技高空乘

1703
40 40 100%

93%

11.13 5.6 空乘实务 杨婷婷
技高空乘

1701
43 41 95%

11.22 1.2
企业信息化

财务
程涛 财务 1801 30 27 90%

11.13 1.2 形体课 赖兴艳
空乘（3+2）

1601
44 39 89%

机电与电

子信息工

程学院

11.22 3.4 体育 周楚阳
计算机（3+2）

1801
56 56 100%

91%

11.7 1.2 视觉传播设计 何莎
平面设计（技

考）1702
42 39 93%

11.22 1.2 DIV+布局 苑飞
计算机（3+2）

1804
55 50 91%

11.13 1.2
汽车电子产品

检测鉴定
夏炜

汽车电子

1801
43 34 79%

汽车工程

学院

11.13 3.4 体育 徐莎莎 汽配 1901 33 30 91%

89%

11.13 5.6 思想道德修养 陈悦 汽配 1901 33 29 88%

十一月份教学督导听课教师得分情况一览表

教学单位 时间 节次 授课课程
授课

教师
授课班级

教师

得分

平均

分数

汽车工程学院

11.13 5.6 思想道德修养 陈悦 汽配 1901 94

90

11.13 3.4 体育 徐莎莎 汽配 1901 85

汽车应用学院

11.7 1.2 思政 贾志农 汽修 1906 90

8611.13 3.4 同步器拆装 赵明跃 技高汽修 1701 85

11.22 3.4 发动机维修 罗耀清 技高汽修 1702 84

经济管理系

11.7 1.2 导游基础知识 卢易晓 技高空乘 1703 92

83

11.13 1.2 形体课 赖兴艳 空乘（3+2）1601 84

11.22 1.2
企业信息化

财务
程涛 财务 1801 82

11.13 5.6 导游实务 杨婷婷 技高空乘 1701 73

机电与电子信

息工程学院

11.7 1.2 视觉传播设计 何莎
平面设计（技考）

1702
89

81

11.22 1.2 DIV+布局 苑飞 计算机（3+2）1804 85



11.22 3.4 体育 周楚阳 计算机（3+2）1801 80

11.13 1.2
汽车电子产品

检测鉴定
夏炜 汽车电子 1801 班 69

十一月份共听取了 13 名教师的课堂，学生到课率平均为 92%。

（1）表现好的班级为汽车工程学院汽配 1901 班，学生到课率高、抬头率高、

听课认真、学风端正；较差的班级为机电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汽车电子 1801 班，

到课率为 79%，课堂上学生睡觉、玩手机人数较多，教室卫生差等。

（2）表现好的教师有陈悦、贾志农、卢易晓，课前准备充分，讲课内容熟

练、有激情，仪表得体，能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互动热烈，课堂氛围好，

达到了教学的目的；有待提高的教师有夏炜，课前准备不足，照本宣科，层次感

不明，课堂中学生抬头率低，无教案。

二、专项督导情况

根据安排，督导组本月对外聘教师进行了重点检查。检查发现，外聘教师存

在的共性问题是监管力度不够，大部分外聘教师资料不齐全，没有教案及教学气

质，只教不管，外聘教师聘用后，与各教学单位缺乏联系沟通，公共课部老师也

不同程度存在此问题。部分外聘教师专业技术水平很高，但缺乏课堂教学的基本

功训练，致使课堂教学的规范性和完整性存在不足，教学效果不是很理想。

理论分享

余承辉：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的实践与对策

诊改是高职院校一项全面、深刻的变革，是按照“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

元诊断、重在改进”的工作方针，以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制度，健全管理、

监控机制，不断提高利益相关方对人才培养工作的满意度为目标，以构建和完善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提升信息技术水平、树立现代质量文化为任务，对学校、专

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实施诊断与改进，不断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诊断与改进工作的实践

1、组织机构建设

充分发挥学校教育质量保证主体作用，建立由学校主要领导挂帅的诊改工作

组织机构，全面推动、指导和组织诊改工作。制定学校《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实

施方案》和常态化的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构建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建



设目标体系、标准体系、制度体系、内控体系，实施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保证

专业质量、课程质量、教师发展和学生发展。

2、目标体系建设

按照学校总规划-专项规划-二级院部子规划的思路和步骤，建立和完善专业

建设规划、课程建设规划、师资建设规划和学生发展规划等规划体系，形成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的目标链。二级院部应明确专业规划建设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按

照就业导向、全面发展、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建设思路和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

加强培养模式、实训条件、师资和课程等建设，打造专业体系；以建设优秀核心

课程为支撑，加强课程标准建设、设施设备建设和教学资源建设，打造课程体系；

围绕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按照“分类管理、同步建设、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

思路，牢牢抓住“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和用好人才”三个环节，紧紧把握师资队

伍建设的内容、措施和保障等，打造师资队伍。

3、标准体系建设

标准制定要体现多元质量观，采用刚性与柔性相结合的办法，解决特色发展

与创新发展的问题，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从实际出发，查找问

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重点解决学校内部治理中存在的“透明管理”等突出

问题；从专业建立管理、专业教学条件、专业队伍、专业服务能力等维度制定专

业建设标准和诊断标准；从课程内容、课程资源、课程考核与评价等维度制定课

程建设标准、课程标准和课程诊断标准；教师发展标准要以提升教师的执教能力、

教研能力和实践能力为要素；学生发展标准要重点考虑学生的德育素养、学业成

绩、职业素质。通过标准体系的打造，形成学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的标准链。

4、信息平台建设

教学诊断与改进信息平台基于学校现有的教务、人事、科研、学工等信息化

设施基础，立足学校目前信息化现状，实现现有多个业务系统互通互联，针对学

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层面的诊断观测点，将诊改信息平台中产生的

大量诊改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分析、预警与改进，达到质量螺旋式持续改进，

推动学校管理、服务和决策水平的提升，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按照诊断维度和

诊断观测点，对学校、专业等 5个层面进行数据采集，通过分析处理数据，反应

出各个层面的总体情况和诊断画像，同时结合标准链、目标链的数据设置，将实

际画像与标准画像之间进行各种横向、纵向对比，从而反应出各维度的优劣。此



外，还积极打造各个数据共享、端口互通的应用平台，如打造云课堂平台做为课

程诊改的重点内容，实现教学安排、课前预习、快速考勤、知识讲授、互动答疑、

目标达成、教师评学、学生评教、随时学习、学习报告、作业批改、成绩评定、

资源管理等功能；打造年度建设项目平台、月工作平台，对工作安排、建设进度、

完成情况等进行实时动态追溯和管理，对各项目设置预警指标，实时发布预警通

知。

5、诊改运行情况

学校层面依托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建设，全面提高学校的办学基础能力、

专业建设水平、综合治理能力、人才培养质量、社会服务能力。建成以本科教育

为引领，高职教育为主体，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并举，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兼容，

硬件与软件配套，模式与特色鲜明，质量优良、效益显著，辐射与带动作用明显

的“省内领先、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更好地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和服务行业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专业层面基于专业建设规划、专业建设标准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从专业教

学团队、实践教学、教学资源、人才培养等方面，按目标任务开展考核性诊断，

实施目标管理与部门绩效考核。利用学校智慧校园信息管理系统和诊改信息平

台，采用实时采集和静态采集相结合的方式，采集专业建设数据，实时监控专业

建设过程，撰写诊改报告，总结建设成效，分析存在问题，纳入下一轮诊改，形

成常态化机制。

课程层面基于课程建设规划、课程建设标准和课程标准开展考核性诊断，课

程团队依据课程建设方案，落实课程年度建设任务，明确年度建设目标、措施、

预期效果，实施自我诊改。

针对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设置课程诊断要素，引入课堂教学平台，

实时采集学生出勤、课堂互动、随堂测验、作业完成、学习效果等数据并进行分

析，发现问题及时预警，不断优化和完善教学实施过程，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教

学效果。

教师层面按规划目标和教师发展标准开展诊改，依据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规

划，层层分解编制学校、二级院（部）、专业（课程）三级师资队伍建设目标链。

二级院部依据学校师资建设标准制定年度计划，教师个人按照年度计划和个人发



展规划编制年度工作任务并实施。以教师发展标准为依据，系统设计激励提升机

制，建立信息化的教师成长档案，实时记录教师个人成长轨迹。

学生层面按学生发展标准开展自我诊断并引导改进。依据学生发展诊断指标

体系编制诊断要素和数据表单，运用诊改数据平台，实时采集学生状态数据，在

数据统计、分析基础上，生成自我诊断雷达图，监测学生发展状态，供学生分析

研判自身存在的不足，及时自我调整与改进。

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诊改工作的深入开展，对诊改有了一定的认识，取得一些实践经验，对

持续推进诊改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诊改实践中，确实存在对诊改意义

认识不足、误解诊改理念以及智慧校园建设滞后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

到：

1、深化认识，纠正偏差，提高参与诊改积极性

学校应明确诊改是高职院校发展的核心工作，是建立和完善学校内部质量保

证体系，增强学校综合治理能力和管理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一项工程。诊

改不是加给学校的“紧箍咒”，落实诊改要求学校敢于迎难而上，“变中求进、

进中求新、新中突破”。通过诊改产生内生动力，必须着眼于办学定位，着力于

专业优化，着重于过程管理。诊改要取得良好效果，学校就一定要抛开“面子”

束缚，直面差距，提出问题。学校应积极组织全体教师学习诊改理念，提高教师

对诊改的认识。用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促进工作的落实，实行诊改考核，关注结

果与过程中的行为要素，通过过程考核工作的落实、执行及效果，并不断的改进，

才能调动学校所有部门、人员工作的积极性，激发教职员工的创造力，逐步实现

从制度约束到文化养成的质量管理境界。

2、打造“两链”，找准诊改的任务

学校应该明确诊改不同于传统评估。评估的主体是教育主管部门，评估关注

的是结果，目的是证明，评估专家到现场核查材料，掌握“生杀大权”，因此迎

评促建就需要学校突击做材料、整台账。而诊改的主体是学校自身，诊改关注的

是全过程，是一个自我诊断、自我完善的过程，目的是改进。学校不用费尽心力

讨好专家，而是与专家一起查摆问题、寻求对策、开拓思路，打造成熟的内部质

量保证体系，打造“目标链”，树立可以实现的建设发展目标，打造“标准链”，

制定切合实际的标准。



3、加快智慧校园建设，实现数据共享，逐步实现诊改全过程信息管理

一是加快智慧校园建设。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职业院校应更新观念，真

正认识到信息化建设对学校的推动作用，大力开展智慧校园建设工作，积极配合、

形成合力，努力打通各个信息孤岛，完善业务子系统，实现数据共享，为诊改工

作提供坚实信息化保障基石。

二是加强数据采集管理。采集到正确的数据才能诊断出准确的结论，改进工

作才能有的放矢。通过集中学习、分别辅导的方式提高数据采集人的认识水平与

工作能力；通过设立权限、分级监控的方式夯实采集人、审核人的责任，从认识

与制度两方面保障采集数据准确性。

三是充分运用信息平台及其数据。学校层面应大力推广新平台使用，鼓励教

师熟悉、掌握新技术，用于授课和项目管理等工作中,并充分挖掘平台上数据的

价值，将其运用于诊改等多项工作中。

诊改是高职院校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只有勇于诊断自身问题，积极开拓新

思路，努力寻求提高教育质量的新方法，才能扎实推进改进工作，最终达到提高

人才培养工作的满意度、引导学校树立现代质量文化意识、规范教学管理、保证

教育质量的目的。

（本文作者余承辉，系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机械与汽车工程学

院副院长、质量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