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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 

2020-2021 年度科研课题立项结果公示 
 

根据《关于印发 2020-2021 年度科研课题立项的通知》（京

成学会[2020]9 号）精神，经专家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在申报的 71 项课题中，有 63 项课题通过 2020-2021 年度科研

课题立项，其中重点课题 22 项，一般课题 41 项。现将立项

项目及作者、单位公示如下，公示期为 7 天。公示期间如有

异议，请与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秘书处联系。 

联系电话：82192286，15801683200 

联 系 人：樊祥峰 

 

 

 

 

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 

2020 年 7 月 6 日 

 



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 2020-2021 年度科研课题立项结果 

（63 项） 

序号 题        目 姓  名 单  位 课题类型 

1 互联网+文明市民学校建设的研究与实践——之网络平台功能改造建设                          王雪松 北京市海淀区职工大学 重点课题 

2 
借助学分银行制度创新成人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以

会计专业为例 
任卫红 北京市海淀区职工大学 重点课题 

3 
独立设置成人高校教学质量评价及质量监控机制的研究——以北京市

海淀区职工大学为例 
王晓亚 北京市海淀区职工大学 重点课题 

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大城市老年教育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以石景山

区为例 
刘越梅 北京市石景山区业余大学 重点课题 

5 
发挥京郊新乡贤作用，创建柿都文化品牌的研究 ——基于张坊成校的

实践探索 
许  彬 北京市房山区成人教育学会 重点课题 

6 顺义区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研究 李建军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重点课题 

7  顺义区老年教育“五养学堂”课程研究与实践 拜晓勇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重点课题 

8 顺义区全国规范化家长学校建设的研究 田  杰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重点课题 

9 
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创新教学模式的途径、方式、方法

的研究 
邢  雷 北京市延庆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重点课题 

10 在职成人护理学专业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唐已婷 国家开放大学 重点课题 

11 大数据环境中在线思政课的教学过程落实和教学质量保证模式研究 程  千 国家开放大学 重点课题 



12 林业与草原行业干部教育培训管理机制研究 李景娟 国家开放大学 重点课题 

13 “十四五”时期国家开放大学发展战略研究 齐  巍 国家开放大学 重点课题 

14 
国家开放大学远程教育扶贫实践模式研究——以“长征带”教育精准扶

贫工程为例 
邵丹丹 国家开放大学  重点课题 

15 终身教育背景下国家开放大学产教融合评价模型研究 张艳萍 国家开放大学 重点课题 

16 首都职业农民远程教育服务支持体系研究 张冠男 北京开放大学 重点课题 

17 开放大学网络教学绩效评估研究——以北京开放大学为研究对象 章东明 北京开放大学 重点课题 

18 北京开放大学学生特征、学习行为与学习效果的关系分析 李  京 北京开放大学 重点课题 

19 远程在线学习预警和干预机制研究 杨世鉴 国家开放大学 重点课题 

20 新时代高校继续教育的发展与数字化转型 丁  凯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重点课题 

21 国有企业大学开展“培训项目思政”的实践探索 曾向英 北京市商业学校 重点课题 

22 基于战略视角的国有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研究 崔凤茹 北京市商业学校 重点课题 

23 
信息化技术背景下成人高校实践应用类课程 PBL 教学模式研究——以

数字艺术课程为例 
陈晓群 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 一般课题 

24 
多元治理理念下老年教育发展实践探索及对策研究—以北京市东城区

为例 
景宝龙 北京市东城区职业大学 一般课题 

25 成人高校学历与非学历艺术教育教学比较研究 孙  弢 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 一般课题 

26 师资培训对提升区域幼儿园教育质量的价值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余源晶 北京市朝阳区职工大学 一般课题 



27 社区教育视域下的中医养生保健模块化课程群建设实践研究 贾  琳 北京市石景山区业余大学 一般课题 

28 城教融合背景下成人高校校企合作模式案例研究——以石景山区为例 向左霞 北京市石景山区业余大学 一般课题 

29 
提升成人高校科研及成果转化能力策略研究——以石景山社区学院为

例 
赵荣霞 北京市石景山区业余大学 一般课题 

30 房山区农村成人教育工作者素质现况及成长路径研究 李胜利 北京市房山区成人教育学会 一般课题 

31 顺义区社区教育发展模式探索与研究  李明春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一般课题 

32 数字化时代顺义区学习型企业建设研究 杨炳彦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一般课题 

33 依托社区学习共同体助推社区治理的方式研究 李晓钫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一般课题 

34 
疫情防控背景下单一线上教学与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对比研究---以商务

英语系列课程为例 
尼爱文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一般课题 

35 创新构建网络学习支持服务体系研究 张红霞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一般课题 

36 社区家庭教育资源建设研究——以顺义家长在线学习平台为例 秦  蓁 北京市顺义区社区教育中心 一般课题 

37 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发展趋势的研究 马顺成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 
一般课题 

38 通州区社区垃圾分类管理模式的研究 王占利 北京市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 一般课题 

39 幼儿教师继续教育需求研究 王  艳 北京市大兴区社区学院 一般课题 

40 大兴区社区学院社区教育工作者职业化、专业化的研究 梁红梅 北京市大兴区社区学院 一般课题 



41 居家园艺网络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 辛金萍 北京市延庆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一般课题 

42 基于学校的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王爱华 北京市延庆区社区教育中心 一般课题 

43 开放大学基层分校混合教学模式改革实践 吴凤兰 北京开放大学延庆分校 一般课题 

44 开放大学基层分校在线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研究 朱云霏 北京开放大学延庆分校 一般课题 

45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活页式教材开发实践研究 田毅敏 延庆区第一职业学校 一般课题 

46 微视频在社区老年信息技术类课程中的应用 雷梦云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成人教育中心 一般课题 

47 
面向职业的写作类课程资源差异化设计与构建——以开放大学汉语言

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 
胡正伟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课题 

48 互联网+时代开放教育古代汉语课程资源建设研究 王海平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课题 

49 成人在线学习互动行为研究——以国家开放大学网络课程为例 朱  瑾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课题 

50 基于校企合作的远程教育电子商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尹晓娟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课题 

51 
基于交互影响距离理论的社区老年教育网络课程教学设计研究——以

国家开放大学《老年护理基本技能》课程为例 
郑晓燕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课题 

52 英语通用语背景下成人英语听力教学改革研究 胡兰西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课题 

53 基于学习分析的高等工程开放教育教学模式研究 曹珊珊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课题 

54 现代服务业企业参与开放教育的激励机制研究 高  玮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课题 

55 空间分异视角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研究 赵婷婷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课题 



56 远程教育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田素霞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课题 

57 新时代教育供给侧视域下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办学机构改革与创新研究 陈思铭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课题 

58 行业、企业参与成人教育的激励机制的研究 刘雪莹 国家开放大学 一般课题 

59 新冠疫情下移动学习时代线上教学资源建设策略研究 林海棠 北京开放大学 一般课题 

60 成人教育信息化技术应用的研究 苏  明 北京开放大学 一般课题 

61 高质量继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 刘  鹏 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一般课题 

62 成人非学历继续教育在推进学习型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 李文琼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 一般课题 

63 构筑以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为引领的职业文化研究 张芳喜 北京商业学校 一般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