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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力学泵与风机课程自我诊改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课程概况
本课程是电厂热能动力装置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熟悉并掌握流体性质，流体静力平衡和流体运动规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方程，

培养学生对流体流动阻力形成及相关影响的分析能力。了解掌握泵与风机的结构、性

能，泵与风机的拆装，泵的汽蚀现象分析与提高泵抗汽蚀性能的措施，泵与风机的运

行调节，进而形成对行业内流体机械在热力系统工作过程中的作用和技能培养。达到

完成职业技能标准规定检修工、水泵检修工中级岗位工作所要求的相关专业知识素养

要求。

该课程主要针对电厂热能动力装置专业，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总学时 72，理论

学时 64，实验学时 8。

（二）质管基础
1.SWOT分析

（1）课程发展优势分析
本课程为专业基础课程，有较完善的教学文件，比较合理的教学团队和教学设施。

根据高职高专课程改革要求，本课程采用理论讲授和实验教学并重的形式，并形成较

完善的教学文件，如课程标准、授课计划、课程简介、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电子

教材、习题库、试卷库等，基本满足学生课堂学习和课后巩固复习。将现代教学技术

手段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将多元化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合理应用到教学过程中去，

设计了 PPT 教学课件，结合实物模型参观以及传统的板书教学，使教学形象、生动，

提高了学生兴趣，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课程发展劣势分析
前期课程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已经建有基本的课程资源，但

原有的课程资源不够充实，课件内容不够丰富，同时缺少微课、视频等资源，影响了

课程建设的发展；课程质量保证体系不够完善；信息化教学手段不够充分；考核方式

不够科学。

（3）课程发展机会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这为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方向，

这对职业院校来说是很好的机遇，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要同市场“零距离”对

接，真正把人才培养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现代职业教育的目标要得到真正的落实，

就要改革课程。同时学院机制保障健全；教学能力提升平台的增加；电力行业的发展

迅猛都为课程的改革提供了契机，也使得专业基础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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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发展威胁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提出新的挑战，移动终端技术，如平

板电脑、手持终端等设备，开始在教学校园普及，这对传统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提

出了新的要求，信息化技术开始在教学中应用，当然也是促进课程的发展新机遇。

行业竞争压力增加，对人才综合素质要求提升，也对我们的课程教学提出了新的

要求。

（5）总体分析
流体力学泵与风机课程是我院电厂热能动力装置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

2008年已经是国家级精品共享课程，已经建有基本的课程资源，为学生自学提供了线

上平台。下一步我们会依托现有发展优势，逐步弥补发展劣势，把握发展机会，把发

展威胁变为发展动力，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课程教学资源，探索新的理实一体混合式教

学模式，同时探索多元化课程考核办法。

2.存在问题

（1）教学团队骨干教师少，职称结构不合理
流体力学泵与风机课程组共有4名专任教师 。其中，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教师 1

名，占专任教师 25%，4位老师均为讲师职称。但目前随着部分老师调出教师岗位，还

有一部分教师退休，所以教学团队需要加强建设，现有的教师需要加强培训学习，晋

升职称，同时补充新生力量。

（2）教材非近三年出版的教材
目前使用教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配套教材，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为电力职业院

校流体力学泵与风机课程最新版教材，教材内容基本能满足目前教学需求，但教材内

容存在与目前行业发展前沿技术脱节的问题。可以利用“蓝墨云班课”、“智慧职教”

等信息化教学资源对教学内容进行补充。

（3）实验室设备老化，无法正常做实验
本课程标准计划中安排有伯努利方程验证实验，沿程阻力和局部阻力，水泵的性

能试验等实验，这些实验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这些内容，而且可以训练学生的动

手能力和协作精神，流体力学相关实验没有正常完成，主要是实验设备老化，建议更

换设备，保证正常实验，更好地完成教学工作。

（4）部分教师对蓝墨云平台使用不够熟练
一部分教师由于对蓝墨云平台使用不够熟练，在教学过程中，依然采用板书加PPT

的模式，认为这样更符合自己的教学习惯。在教研活动中，可以加强对蓝墨云平台在

使用过程中经验与问题的探讨与交流，带动大家的积极性，争取做到全部教师都能使

用蓝墨云平台，利用先进资源，加强教学效果。

（5）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与使用有待加强
用于现代信息化教学的资源学资源偏少、特别是缺少教学视频、微课等现代信息

化教学手段，需要增添微课、视频等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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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设计

（一）目标链
“流体力学泵与风机”课程主要立足国家级精品共享课程，参照省级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建设标准，以整合优质教学资源，重构教学内容，探索新的理实一体

混合式教学模式为总体目标。根据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课程建设目标，课

程建设标准体系，以动力工程系十三五发展教学设计、教学建立运行和课程管理

标准为总体目标链，细化为课程目标、教学团队目标、资源建设目标、信息化建

设目标四模块，以课程目标为导向，突出职业能力和素质培养，构建适应人才培

养模式的课程体系，积极探索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配套改革，以建立“标准化、

共享型”的教学资源库为最终目标。课程目标链如图 1 所示。

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

动力系课程建设发展规划

流体力学泵与风机课程

课程目标 教学团队目标 资源建设目标 信息化建设目标

职称结构培养目标 试题库资源 在线开放课程

技能目标 学历结构培养目标 案例资源 混合式教学模式

素质目标 双师型教师培养目标

知识目标

图 1 流体力学泵与风机课程目标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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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课程建设标准

参照省级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建设标准

流体力学泵与风机课程
建设标准

课程标准 教学团队标准 资源建设标准 课程质量标准

课程性质与定位 师资标准 试题库建设标准 在线开放课程标准

课程内容 在线课程建设标准 混合教学模式

教学实施

（二）标准链
根据学院课程建设标准，结合学院实际，制定学院课程建设标准。参照省级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标准，根据现有课程标准及课程资源，把握课程在专业课

程体系中的定位，制定包括课程建设标准、教学团队标准、教学资源库建设标准、

课程质量标准等在内的课程标准链（图 2），切实提高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

图 2 流体力学泵与风机课程标准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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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改进螺旋
课程团队根据课程发展目标和标准，建立课程的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定期

进行教学质量诊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不断改进课程建设质量，形成课程层面

的“8 字形”质量改进螺旋体系。在实施过程中建立“目标—标准—设计—组织

—实施—诊断—激励—学习—创新—改进”的大循环和“实施—监测—预警—

改进—设计—组织”的小循环，大循环为一个诊改循环，小循环为实时监控动态

循环。按照“8 字型”质量改进螺旋，形成各自独立、相互依存、纵横联动网络

化全覆盖的诊改工作机制。

图3 “8 字形”质量改进螺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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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诊改

（一）目标
以整合优质教学资源，重构教学内容，探索新的理实一体混合式教学模式建

立优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为总目标，围绕课程培养目标、教学团队建设目标、教

学资源建设、信息化建设目标。在培养目标中通过岗位调研，基于工作过程将岗

位需求分解为：知识目标、技能目标、素质目标；教学团队建设目标包含：职称

结构培养目标、学历结构培养目标、双师型教师培养目标；信息化建设目标主要

针对目前流行的信息化教学手段对课程进行信息化教学改革，主要包含：在线开

放课程建设目标、混合式教学模式实现目标。

（二）标准
根据学院课程建设标准及教材建设标准，结合课程特点，对照课程建设目标

制定、修订、完善课程标准，细化建设任务，确定课程建设标准。

（三）设计
围绕课程重新梳理课程组成要素：课程调研报告、教学标准、授课计划、多

媒体课件、微视频、课后作业、学习讨论等，设立课程质量控制点，设计实现目

标的路径：资源建设、课堂质量监控、教学数据分析应用。根据课程设立观测点

包含：课程建设规划、课程标准、课程总体安排、课程分解内容、分解重难点、

作业、考核、教材选用、团队组成、教学设计、信息化手段、课程组织、教学方

法。
表 1 流体力学泵与风机课程层面诊改质控点一览表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质控点 标准值 目标值

1.决策指挥

1.2课程教学标

准制（修）订

课程组是否建立 有 有

课程教学标准 有 有

1.3课程授课计

划制订

授课计划 有 有

授课计划审核（教学系

部）
有 有

2.资源建设

2.1教材

选用教材名称 有 有

选用教材级别
省 级

规划教材

国 家

规划教材

选用教材是否近三年规

划教材
是 是

2.2教学资源
数字资源数量 2 10

在线学习或教学平台 有 有

2.3实践教学条

件

依托实验实训室名称 有 有

(选填）本课程实验实训

项目开出比例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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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质控点 标准值 目标值

3.质量生成 3.1课堂教学

测试平均参与率 60% 60%

测试百分制平均分 60 60

活动平均参与率 60% 60%

缺课率 20% 0%

课程成绩合格率 70% 100%

课程成绩优秀率=优秀

人数/班级总人数（选课人

数）

5% 15%

课程成绩分数段分布

--(70~90分人数)/班级人数

（选课人数）

40% 65%

教学日志填写率--填写

次数/（课程总学时*0.5）
90% 100%

(选填)单元重点掌握度

--随堂测试正确率平均值
40% 80%

(选填)预习情况 70% 100%

(选填)复习情况 70% 100%

(选填)作业（实验报告）

成绩情况
70% 100%

(选填)课堂随堂测试率

＝测试次数/(课程总学时

*0.5)

40% 80%

(选填)课程在线学习平

均访问量=本课程在线学习

访问量/班级人数（选课人

数）

10% 50%

调课率=调课时数/课程

总学时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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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
课程教学团队由课程负责人、骨干教师教师组成，规模适度， 团队中

所有教师均为双师素质并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
表 2 课程教学团队一览表

姓名 职称 责任 备注

韩佳园
讲师 课程负责人

陈雷宇
讲师 负责课程信息化建设、教学设计

曾娜
讲师 负责课程建设规划、课程标准的修订

张青
讲师 负责课程资源建设

（五）实施
在实施过程中责任到人，相互协作，分工明确，设臵验收要点和提交

文档，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验收数据和文档。

1.监测
依托诊改平台、教务系统、蓝墨云班课、智慧职教等信息化教学手段

和工具，按照教学进度快捷准确的采集教学实施的过程数据，跟踪实施环

节的重要影响因素。

2.预警
通过信息学习平台中数据监测教学活动的有效性和完善性，根据质量

控制点设臵学习预警标准，对于达到预警反馈的教学活动及时干预，对不

满足预设条件的监测结果实时进行反馈、分析，及时推送预警信息。

3.改进
对预警的相关内容进行改进，完善后返回至设计环节，并对设计环节

进行修正，直至本轮诊改目标满足要求方可进去诊断环节。

（六）诊断
1.目标完成情况

表3 目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质控点 完成情况

1.课程团队

1.1课程负责人 个人基本信息（教学水平、教学

成果、科研成果、硕士以上学位

教师比例、双师素质教师比例） 完成1.2主讲教师

2.课程设计 教学设计

学期授课计划 完成

课时授课计划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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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存在问题
经过一轮线下诊改，有四项任务未达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教材非近三年出版的教材；实验室设备老化，无法正常做实验；学生考核

优秀率未达标5%；部分教师对蓝墨云平台使用不够熟练，学生课堂任务的

参与度低、课堂教学中，信息化手段应用少。

（七）激励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制定了相应的激励政策和措施。教学团队建设中，

学院制定了教师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科技成果

奖励办法（修订)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科（教）研成果奖励办法 、

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上进工程”管理规定、安徽电气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科与技能竞赛管理办法；鼓励教师参与各级各类信息化

比赛，制定了教师教学竞赛管理办法；同时，学院对在教学、科研、竞赛

等方面有贡献的教师，在评优、年度考核、选派学习等方面优先考虑。有

了这些激励措施，有效的激发了教师积极性，促进了课程建设进度。

（八）学习
对诊改环节中出现问题的、不明白的地方，参考学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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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院校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进指导方案》等文件，明确了高校院校诊改工

课件 完成

3.课程实施

3.1教学内容 课程标准 完成

3.2教学模式
传统模式、混合模式、其他的应用

进行中

3.3教学方式
项目教学、任务导向等方法的应用

进行中

3.4教学方法

混合教学模式、项目教学、任务教学

等教学方法应用 进行中

3.5教学手段 在线教学平台的使用 完成

3.6教学场所 多媒体教室、实验实训室 完成

3.7课程考核

考核方式 进行中

考核标准 完成

考核及格率 完成

4.课程评价

4.1学生评价 学生评教满意度 优

4.2同行评价 教师评价满意度 优

4.3督导评价 督导评价满意度 优

4.4领导评价 领导评价满意度 优

4.5社会评价 社会评价满意度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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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开展了课程调研，借鉴其他同类院校该课程的

课程设置情况，在课程建设、团队建设以及实验条件上还是存在一定的差

距，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九）创新
经过教学团队的充分调研和分析，授课教师在熟悉班级学生情况的基

础上，进行“二主四融合”项目教学。即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教学

环境与工作环境融合，学习内容与岗位工作内容融合，学生与员工角色融

合，教师与师傅角色融合。

授课教师熟悉学情，在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特点分配

项目内容、确定扮演角色，做到扬长避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热情、建立

自信心。具体教学组织过程见图4。

图4“二主四融合”教学组织过程

（十）改进提升
1.参照在线开放课程标准，整合优质教学资源。
在线开放课程对于资源要求通过：颗粒度、覆盖性、多样性和相关性

四个方面体现。颗粒度：教学资源应有比较合理的“颗粒度”，资源之间

有相应的独立性，可用性较强；覆盖性：有一定的涵盖面，对课程的每一

个教学知识点都应有一定数量的教学资源支持；多样性：它应覆盖媒体素

材（音频、视频、动画、文本、图像）、案例素材、文献资料、可见素材

等多种形式，满足学习多样性的需求；相关性：资源应能满足教学的需求，

避免与课程教学目标无关的资源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与参与度。

2.采用多元化课程评价手段，应用实践操作考核，践行

课证融通机制
根据学院课程考核方式改革方案，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课程考核手

段进行了改革。课程考核采取过程性考核与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模式，即采

用最终成绩=30%平时成绩+20%过程考核+50%期末考试成绩的方式。过程中

采用课堂考核、章节考核、实践考核及期末考核相结合的多元化课程评价

方式，以教师评价为主，同时进行同学间的互评，调动了学生的课堂积极



11

性，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评价中来，改善了教学效果。

3.“二主四融合”信息化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学生的

主体地位，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参与度，显著地提高了教学效

果。
授课教师在充分了解学生学情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重构教学内容，按

“二主四融合”信息化教学模式组织教学，取得了显著教学成效，具体如

下：

（1）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活跃了课堂，增强了教

学实效。
“二主四融合”信息化教学实施过程中，灵活采用分析比较法、示范

演示法、情景导入法、角色扮演法、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方法，充分体现

了学生主体地位，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参与度同时，活跃了课堂，

增强了教学实效。部分教学活动见图5。

图5 教学活动剪影

（2）借助多种信息化手段，提高教学资源利用率，增

强教学针对性。
借助“云班课”开展信息化课堂教学，提高教学信息反馈效率，实现

了考核方式的多样化，使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都可以依靠课程平台完成

课前预习，课上抢答，在线课后辅导，作业上传批改等教学环节，极大地

利用了学生的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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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蓝墨云班课的使用情况

四、努力方向
针对本课程的自诊内容，后续将继续完善课程建设，主要在将课程思

政融入与课程教学，课程内容的数字化资源建设，课程团队能力提升教学

手段和方法上继续创新改进，大力提升该课程的教学质量。

（一）开展课程思政研究，将课程思政理念逐步融入教学
当中

通过网上集中学习、听专家讲座、教研室研讨等方式加强对课程思政

内容的学习和理解，并将课程思政理念逐步融入到之后的教学当中。

（二）进一步落实课程质量保证体系，实现教学质量过程
全程监控

以诊改为契机，以教学质量保证体系为依托，进一步落实质量过程全

程监控，及时诊断，确保课程建设、课程教学、考核评估、质量保证等环

节顺利进行。

（三）以课程资源库建设任务为契机梳理教学资源，提高
资源利用的有效性

通过课程资源库的建设，重新梳理教学资源，按照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标准对现有教学资源进行升级，及时补充典型案例和全新的教学素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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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制作微课、教学视频等资源，在课程资源开发的通知兼顾资源利用的有

效性。

（四）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通过混合式教学手段大
力提升教学效果

借助信息化教学手段，将线上学习和线下学习相结合，采用混合式教

学手段，探索移动平台在日常教学中的使用，大力提升教学效果。

（五）探索多元化课程考核办法，形成完善的课程考核新
机制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实践多元化课程考核方式，通过不断的探索和改

进，希望最终可以形成完善的课程考核机制。

课程负责人：（签字）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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