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工作指南 

为推进诊断与改进工作，形成 PDCA 循环过程，促进学院、部门、师生员工共同成长，实现学院、专业、课程、

教师、学生的发展质量，学院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及特色，特制定本指南。    

一、制定依据 

1、《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建立职业院校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通知 》（教职成厅[2015]2 号）。 

2、《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试行）》（教职成司函[2015]168 号）。 

3、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分类指导建设和教学诊断与改进实施方案（试行）》

（云教高[2016]14 号）。 

二、实施流程 

由各行政部门、各系部，按照诊断与改进的方针、工具，对学院、行政保障部门、系部（专业、课程、教师、

学生）进行围绕内部质量生成的各个环节，认真进行常态化的诊断与改进工作。 

诊改工具：PDCA 工作环 



 

诊改流程：寻找问题、界定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循环提升。 

问题解决：事前（制订计划）、事中（督查督办）、事后（绩效考核）常态化质量保证。 

三、诊改内容（关注点） 



 

五横五纵诊改内容架构表 

五横五纵 学校 专业 课程 教师 学生 

决策指挥 

学院章程、结构， 

学院规划 
专业建设规划 课程建设规划 师资建设规划 育人规划 

绩效标准 专业标准 课程标准 教师发展标准 学生发展标准 

质量生成 培养体系 

校园文化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教学实施 教师的研究与发展 学生的学习与发展 

资源建设 
校企合作资源开发 

资产经营 
基地建设、资源管理 

教学条件、实训条件、

资源使用 
教学设施、工作设施 学习设施、生活设施 

支持服务 
产教政策、内部控制、

数据平台 
运行管理、环境管理 条件保障、文化营造 培训进修、社会服务 生活保障、安全保障 

监督控制 

预警发布、质量管控 专业诊改 课程诊改 
师风师德、教学能力、

服务能力诊改 

学习能力、学习风气、 

学业水平诊改 

规划执行报告 专业规划执行报告 课程规划执行报告 师资规划执行报告 育人规划执行报告 

学校质量报告 专业质量报告 课程质量报告 教师发展质量报告 学生发展质量报告 

（一）专业诊改按云南省专业评估通用办法执行，撰写专业质量报告。 

 

 



（二）课程诊改关注点及观测点： 

序号 关注点 观测点 

1 课程规划、标准 课程建设规划、课程标准 

2 授课计划 总体安排、分节内容、分节重点难点、作业、考核 

3 教材、课程团队、教学设计、教学资源 教材选用、课程团队组成、教学设计 

4 人才培养方案实施 教学方法、信息化教学手段（技术应用）、课程组织 

5 课程质量监控 学生评价、课程考核、 

教学督导 

6 课程建设监控 课程资源建设 

 课程质量报告 

 以数据平台为支撑 

 

 

 

 



（三）学生诊改关注点及观测点： 

序号 关注点 观测点 

1 
育人规划 

《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 

1、育人工作规划 

2、文化育人创新计划 

3、学生综合素质标准 

2 
育人体系、学生素质教育实施方案、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学生“双创”教育实施方案、

学生职业能力提升实施方案、学生职业素养培养方案、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学生就业管理办

法、学生毕业生跟踪调查实施方案、学生就业指导性意见、学校安全设施建设方案 

对应的相关实施方案 

3 
学生学习、生活、文体设施保障 

图书、校园文化建设、合作企业、招生就业资源等 

1、校内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 

2、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 

3、图书馆建设 

4、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5、校园环境 

4 学生学习、生活环境、学习能力、学业水平监控机制  

 学生发展质量报告 

 以数据平台为支撑 

 

 



（四）教师的诊改流程及观测点 

 

四、诊改工作程序 

（一）建立工作目标，填写部门诊改工作表。 

各教学系、各部门和个人认真对照诊改内容和本期工作目标，查找本部门、本人存在的与质量生成相关的问题，

认真制订下期工作目标，实施诊改工作，及时总结和复盘，填写部门诊改工作表。（复盘原本是一个围棋术语，指



下完棋，棋手重新摆一遍下棋的过程，以探讨得失，总结当时有无更好的应对招数。这里指工作做完了再回顾一遍，

目的是不断检验和校正目标，不断分析过程中的得失，便于改进，不断深化认识和总结规律。包括回顾目标、评估

结果、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四步） 

部门（个人）诊改工作表（每个部门和个人均要填写） 

部门（个人）：                                                       时间： 

存在的问题 

（自我诊断） 
专家界定的问题 确定诊改目标 质量生成计划 

实施路径 

过程监控 

检查结果 

纠正偏差 

总结经验 

复盘结果 

       

       

       

       

       

督查（上级领导）： 



部门（个人）诊改工作复盘表（每个部门和个人均要填写） 

部门（个人）：                                                   时间： 

1 回顾目标 3 分析原因  

 

5

明

确

问

题 

 

当初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或期望的结果是什么？ 

 

 

 

分析原因是要仔细分析事情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原因 

 

 

 

2 评估结果 4 总结经验 

对照原来设定的目标，看完成情况如何？ 

 

 

 

 

得失的体会，以及是否有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思考，还包

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二）厘清各部门归属，明确工作职责，工作内容，编制工作标准及考核标准。 

部门工作职责与考核表（各部门填写，每学期一次） 

部门：                    责任人：                                                  时间： 

工作职责 工作内容 工作标准 考核标准 考核结果 

     

 

大型单项工作任务考核表（各部门填写，每项工作一次） 

部门：                    责任人：                                                  时间：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工作标准 考核标准 考核结果 

     

 

（三）明确岗位职责，工作内容，编制工作标准及考核标准。 

岗位工作职责与考核表（部门负责人填写，每学期一次） 

部门：            岗位：                    责任人：                                 时间： 

工作职责 工作内容 工作标准 考核标准 考核结果 

     



（四） 建立各层面诊改标准及考核体系。 

学校诊改工作标准与考核表 

（党政办制定评价标准，各职能部门填写，每学期一次） 

责任人：                                                                              时间： 

诊改目标 诊改内容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复盘结果 

     

专业诊改工作标准与考核表 

（教务处制定评价标准，教务处、系主任、专业负责人填写，每学期一次） 

责任人：                                                                              时间： 

诊改目标 诊改内容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复盘结果 

     

课程诊改工作标准与考核表 

（教务处制定评价标准，系主任、任课教师填写，每学期一次） 

责任人：                                                                              时间： 

诊改目标 诊改内容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复盘结果 

     

 



教师诊改工作标准与考核表 

（教务处制定评价标准，教务处、系主任、教师填写，每学期一次） 

责任人：                                                                              时间： 

诊改目标 诊改内容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复盘结果 

     

学生诊改工作标准与考核表 

（学生处制定评价标准，系书记、辅导员、班主任填写，每学期一次） 

责任人：                                                               时间： 

诊改目标 诊改内容 评价标准 评价结果 复盘结果 

     

（五） 建立学生满意度评价考核体系。（每个班级抽 10 名学生调查，进行分析，提出整改措施） 

教学工作质量学生满意度评价表 

（教务处制定，学生填写，每学期一次） 

专业班级：                                                            学期：（20  ---20  ）学年  上学期 下学期 

课程 教师 满意度 评价结果 
教务处、教学系、

教师复盘结果 

     



生活服务工作质量学生满意度评价表 

（学生处制定，学生填写，每学期一次） 

专业班级：                                                            学期：（20  ---20   ）学年  上学期 下学期 

服务内容 满意度（选择打√） 评价结果统计 后勤处、 相关人员复盘结果 

食堂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卫生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宿舍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安全工作质量学生满意度评价表 

（保卫处制定，学生填写，每学期一次） 

专业班级：                                                            学期：（20  ---20   ）学年  上学期 下学期 

内容 满意度（选择打√） 评价结果统计 保卫处、相关人员复盘结果 

安全教育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安全设施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安全问题处置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班主任工作质量学生满意度评价表 

（学生处制定，学生填写，每学期一次） 

专业班级：                                                            学期：（20  ---20   ）学年  上学期 下学期 

内容 满意度（选择打√） 评价结果统计 学生处、相关人员复盘结果 

思想教育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班主任和学生关系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班级管理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六、工作要求 

1、以部门和教学系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教学系要成立诊改工作小组。 

2、各部门、各教学系要修订完善规章制度，明确职责，具体工作任务、工作标准和考核标准，将诊改工作融入

本部门、本教学系的日常管理和教学工作中。 

3、按照第五条的表格要求，每完成一项大型单项任务工作填一次表，其他表格每个学期结束填一次表。 

4、每学期撰写一个诊改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