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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开放大学文件 
 

冀开大校字„2021‟69 号 

 

 

河北开放大学 
关于公布 2021 年度科学研究基金委托项目 

立项结果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广播电视大学，省校各部门： 

为进一步发挥科学研究在学校转型发展和高质量人才培养

中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学校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科学研究基金

委托项目的申报和遴选工作。经个人申报、单位推荐、专家评审、

校长办公会审定，最终确定学校科学研究基金委托项目 31项，

现将立项结果予以公布（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负责人要认真填写《项目任务书》，并按照任务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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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要求开展项目的研究工作。各单位、各部门要加强对项目

研究的指导，规范项目研究过程管理，严格项目经费管理，努力

提高项目研究成效。 

二、重点资助项目研究周期为 1-2 年，一般资助项目原则上

为 1 年，自项目批准立项之日起计算。项目组应根据学校结项办

理周期申请结项，一般为每年的 6 月和 12 月。结项时应提供项

目研究报告，以及理论文章、学术论文、调研报告、专著等其他

成果形式中的至少一项。项目研究成果在公开发表、出版或内部

呈送时，均应在显著位置注明“河北开放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

目”字样（含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未注明者不予承认。拟发

表证明不得作为申请项目结项依据。其他结项要求按照学校科研

项目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三、学校将根据项目研究周期开展中期检查调度，加强动态

监控考核。 

四、在项目立项研究期间，项目负责人及成员原则上不允许

变更，若遇工作变动、身体状况等不可抗力因素，应由负责人书

面申请，报学校科研与规划处审批同意并备案。 

 

附件：河北开放大学 2021 年度科学研究基金委托项目立项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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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开放大学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代章） 

2021年 9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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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开放大学 2021 年度科学研究基金委托项目立项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项目编号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单 位 经费（元） 备 注 

1 WTZD202101 河北开放大学系统建设内涵发展与治理策略研究 张瑞海 河北开放大学 15000 重点资助 

2 WTZD202102 共享专业全国运行背景下教学支持服务的共享协作机制研究 韩  霜 河北开放大学 15000 重点资助 

3 WTZD202103 “学习型社会”下区域性学分银行建设路径探析 李  茵 河北开放大学 15000 重点资助 

4 WTZD202104 大数据时代基于团队协作模式的思政课教学质量保障提升研究   杜  潇 河北开放大学 15000 重点资助 

5 WTZD202105 加强开放大学意识形态工作的策略研究 岳俊辉 河北开放大学 15000 重点资助 

6 WTZD202106 新时代法学教育中宣传和融入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张  静 河北开放大学 15000 重点资助 

7 WTZD202107 成人本科教育融入 1+X问题研究 张锁通 河北开放大学 15000 重点资助 

8 WTZD202108 后疫情时代市县级开放大学网络直播教学有效性研究 李  璇 衡水广播电视大学 15000 重点资助 

9 WTYB202109 远程教育中法学课程教学团队运行机制探索研究 周  丽 河北开放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10 WTYB202110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学报服务于开放大学思想政治文化建设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张  楠 河北开放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11 WTYB202111 人工智能视阈下开放大学教师的信息素养提升研究 米海敏 河北开放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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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TYB202112 河北开放大学教育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封红梅 河北开放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13 WTYB202113 基于大数据时代视角下的高校财务信息化建设研究 刘晓欣 河北开放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14 WTYB202114 基于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共同内核“发动机”的学习模型构建 曹朝晖 河北开放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15 WTYB202115 后疫情时代老年开放大学体系建设与治理策略研究  张红兵 河北开放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16 WTYB202116 
后疫情时代开放教育英语教学中基于网络平台的合作学习模式的

研究 
竺琳琳 承德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17 WTYB202117 后疫情时代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融合初探 郑  博 张家口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18 WTYB202118 终身教育背景下老年开放大学办学模式研究 王  伟 秦皇岛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19 WTYB202119 
地市级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转型中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的困境

及策略研究 
刘会凤 廊坊市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20 WTYB202120 5G背景下远程教育实践教学活动创新研究 任唯佳 保定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21 WTYB202121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办学模式评价与优

化设计研究 
王长亮 沧州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22 WTYB202122 开放教育古代汉语课程中思政元素研究 周子建 沧州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23 WTYB202123 大数据背景下开放教育教学管理路径研究 徐冠杰 沧州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24 WTYB202124 大数据背景下精准远程教学策略探究 刘晓慧 衡水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25 WTYB202125 市级开放大学“在线学习社区”的开拓建设和效益优化对策研究 樊彦瑞 衡水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26 WTYB202126 后疫情时代国家开放大学意识形态教育教学研究 安海燕 衡水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27 WTYB202127 市级开放大学拓展合作办学促进非学历教育发展的对策研究 张青帅 衡水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28 WTYB202128 “互联网+”环境下市级开放大学拓展社会培训办学的对策研究 路洪燕 衡水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29 WTYB202129 市级与县级开放大学强化协同发展的机制和对策研究 李红光 衡水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30 WTYB202130 市、县级开放大学全面服务乡村人才振兴的对策研究 高中华 衡水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31 WTYB202131 
开放大学背景下市县级电大转型改革与发展研究----以衡水广播

电视大学为例 
赵春霞 衡水广播电视大学 8000 一般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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