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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会议日程简表  

（2019.10.18-20）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10 月 18 日 
（星期五） 全天 8:00~20:00 学术会议参会代表报到 学术交流中心 A 参见《程序册》 

10 月 19 日 
（星期六） 

全天 7:00~18:00 学术会议参会代表报到 学术交流中心 A 参见《程序册》 

上午 

8:00~8:30 参会代表入场 学术交流中心 A 参见《程序册》 

8:30 ~9:30 学术大会开幕式 

学术交流中心 A 
1500 座、A118 

 
师生活动中心 

弘艺剧场 

主持人：臧玉峰 

9:30~10:20 重点报告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研究 
（报告人：时  勘） 主持人：张    侃 

10:20~11:10 重点报告二：道德认知与情绪的心理和脑科学研究与应用 
（报告人：刘  超） 主持人：苏彦捷 

11:10~12:00 重点报告三：人类空间导航行为的神经振荡机制及临床应用 
（报告人：王  亮） 主持人：白学军 

中午 12:00~13:30 午餐 恕园和勤园食堂 可使用临时校园卡 

下午 
 

14:00~17:00 论坛 1：海内外青年多学科论坛 恕园 13 号楼 101 主持人：臧玉峰  傅根跃 
  董光恒 

13:30~17:40 专题研讨会 恕园 9-14 号楼 参见《程序册》 

13:30~17:40 博士/硕士研究生论坛 恕园 9-14 号楼 参见《程序册》 

13:00~18:00 分组展贴报告 行政楼和学术交流 
中心 A 中间 参见《程序册》 

17:30~19:00 晚餐 恕园和勤园食堂 可使用临时校园卡 

晚上 
19:00~21:00 论坛 2：心理服务对接国家需求专题论坛 恕园 13 号楼 101 主持人：白学军 

19:00~21:00 论坛 3：国家自然基金申请论坛 恕园 13 号楼 201 主持人：周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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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10 月 20 日 
（星期日） 

上午 

7:30~12:30 分组展贴报告 行政楼和学术交流 
中心 A 中间 参见《程序册》 

8:00~12:10 分组口头报告 恕园 9-14 号楼 参见《程序册》 

9:00~12:00 论坛 1：海内外青年多学科论坛 恕园 13 号楼 101 主持人：臧玉峰  傅根跃 
董光恒 

9:00~12:00 论坛 4：宗教文化心理学理论思考与实证研究专题论坛 恕园 14 号楼 302 主持人：韩布新 

中午 12:10~13:30 午餐 恕园和勤园食堂 可使用临时校园卡 

下午 

13:30~14:20 重点报告四：注意与工作记忆交互机制 
（报告人：陈  辉） 

学术交流中心 
A-1500 座 

主持人：沈模卫 

14:20~15:10 重点报告五：甲基苯丙胺成瘾者的时间知觉研究 
（报告人：罗文波） 主持人：傅小兰 

15:10~16:00 重点报告六：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早期视觉注意 
（报告人：易  莉） 主持人：周晓林 

16:00~16:30 大会闭幕式 主持人：罗   劲 

17:00~18:00 晚餐 恕园和勤园食堂 可使用临时校园卡 

10 月 15 -19 日 各工作坊（会前、会后、晚上） 恕园及行政楼 参见《程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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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会须知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9 年 10 月 18 日-20 日  

地点：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杭州市余杭塘路 2318 号） 

 

二、会议报到  

（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 

1. 报到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9 年 10 月 18 日（周五，13:30-14:30）  

地点：学术交流中心 A 座 1 楼会员代表报到处 （A118 会议室进门处） 

2.报到说明 

拟参加学术会议并已注册缴费的与会人员请到学术会议报到现场报到（学

术交流中心 A 座 1 楼学术会议报到处 ，即 A1500 座会议室进门处）。 

学术交流中心 A 座的具体位置请查阅“9 平面指示图”中“主会场”。 

 

（二）学术会议 

1.  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9 年 10 月 18 日全天（周五，8:00-20:00）  
10 月 19 日全天（周六，7:00-18:00） 
10 月 20 日半天（周日，8:00-12:00） 

地点：学术交流中心 A 座 1 楼学术会议报到处 （A1500 座会议室进门

处）。学术交流中心 A 座（即主会场）的具体位置请查阅“9 平面指示图”

中“主会场”。 

2.报到说明 

请参会代表严格按照会议相关要求和通知完成注册、报到程序，并自觉遵

守大会规则。 

已注册缴费的参会代表请出示相关证件进行报到，工作人员现场制作代表

证，并发放资料袋（主要包括学术大会《程序册》、临时校园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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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若为纸质发票，请凭代表证去发票领取处领取发票。 

请核对发票信息，若有误，请及时反馈财务人员。 

因缴费信息有误暂未开具发票的参会代表，请进行现场核对。经财务确认

后，再报到领取资料袋。 

 

三、会议日程  

会议的具体日程请参见《程序册》中“1 学术会议日程简表”、“3 学术交流

安排”部分。  

温馨提示：此次会议内容丰富，时间安排紧凑，请参与学术交流的代表和

主持人严格遵守时间，避免由于拖延对后续工作造成影响。  

 

四、开/闭幕式及学术交流安排  

（一） 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安排在 10 月 19 日（周六）上午 8:30-9:30，于学术交流中心

A-1500 座（主会场）举行，并于学术交流中心 A118 和师生活动中心弘艺剧场

设立两个分会场，请参会代表于 8:00-8:30 凭代表证入场，并在指定区域入座。 

由于主会场可容纳人数有限，主会场满员后现场志愿者会引导参会代表前

往分会场，谢谢您的理解。 

主会场和分会场的具体位置请查阅“9 平面指示图”。 

 

（二） 闭幕式  

会议闭幕式安排在 10 月 20 日（周日）下午 16:00-16:30，于学术交流中

心 A-1500 座（主会场）举行。  

 

（三） 学术交流  

10 月 19 日-20 日，大会将进行六场大会重点报告、四个专题论坛、专

题研讨会、博士研究生论坛、硕士研究生论坛、分组口头报告和分组展贴报

告。时间、地点等信息请见《程序册》中 “3 学术交流安排”部分和“9 平

面指示图”。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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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9 日（周六）上午 9:30-12:00 进行三场大会重点报告； 

10 月 19 日（周六）下午进行的学术交流活动主要集中于 13:30-17:40，

包括：专题研讨会、海内外青年多学科论坛、博士研究生

论坛、硕士研究生论坛、分场展贴报告； 

10 月 19 日（周六）晚上进行心理服务对接国家需求专题论坛和国家自

然基金申请论坛； 

10 月 20 日（周日）上午进行的学术交流活动主要集中于 8:00-12:10，

包括：海内外青年多学科论坛、宗教文化心理学理论思考

与实证研究专题论坛、分组口头报告、分组展贴报告； 

10 月 20 日（周日）下午 13:30-16:00 进行三场大会重点报告。 

温馨提示：  

1. 进行上述学术活动之前，各会场的主持人、报告人请提前前往会场做好

准备，参会代表请准时参会。  

2. 主持人请事先熟悉会议流程，以保证会议顺利进行。若临时因故需调整

会议主持人，请事先向本场志愿者说明情况。  

3. 报告人请提前将报告 PPT 文件拷贝至会场电脑并进行调试。  

4. 主持人、报告人请严格控制时间，以免耽误该场地后续活动。  

 

五、用餐安排  

请参会代表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就餐，参见《程序册》中“4 用餐安排”。

具体就餐路线请查阅“9 平面指示图”。  

 

六、乘车安排  

1. 由于周边酒店路程较近，会议期间不安排乘车接送。 

2. 为避免因交通问题而迟到，请酒店位置较远的参会代表为前往会场预留

充裕时间，以保证各项会议日程按计划进行。  

 

七、工作坊、赞助单位和其他信息  

1. 会议安排了 6 场工作坊，具体信息请参见《程序册》中“5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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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会得到多家赞助单位的大力支持，请参会代表积极参与交流，广泛接

受新信息，具体信息请参见《程序册》中“6 大会赞助单位”。  

 

八、其他  

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相关会务组工作人员，具体分工和联系方式请参见

《程序册》中“7 会务分工”；如有紧急情况发生，请及时与会场安保人员取得

联系，并服从工作人员安排。  

 

 

大会网址：http://nacp2019.psysoc.org.cn/   

  
 

 
  

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组委会  

2019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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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术交流安排  

3.1  安排说明  

大会将进行六场大会重点报告、四个专题论坛、专题研讨会、博士研究

生论坛、硕士研究生论坛、分组口头报告和分组展贴报告。 

请各位参会代表在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之前，查明对应时间和地点。 

现将本次大会的各项学术交流活动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1. 大会重点报告  

大会重点报告共计 6 场。其中，前 3 场于 10 月 19 日（周六）上午开幕

式之后（9:30-12:00）进行，地点为学术交流中心 A-1500 座； 

后 3 场于 10 月 20 日（周日）下午闭幕式之前（13:30-16:00）进行，地

点为学术交流中心 A-1500 座。 

每场 50 分钟，其中报告 40 分钟，提问交流 10 分钟。  

 
2. 专题论坛  

专题论坛共计 4 个。其中，“论坛 1：海内外青年多学科论坛”将于 10

月 19 日（周六）下午 14:00-17:00 和 10 月 20 日（周日）上午 9:00-12:00 分

两场进行，地点为恕园 3 号楼 107； 

“论坛 2：心理服务对接国家需求专题论坛”将于 10 月 19 日（周六）

晚上 19:00-21:00 进行，地点为恕园 3 号楼 107； 

“论坛3：国家自然基金申请论坛”将于 10月19日（周六）晚上 19:00-

21:00 进行，地点为恕园 13 号楼 201； 

“论坛 4：宗教文化心理学理论思考与实证研究专题论坛”将于 10 月

20 日（周日）上午 9:00-12:00 进行，地点为恕园 14 号楼 302。 
 

3. 专题研讨会 

专题研讨会共计 51 场，280 个报告，将于 10 月 19 日（周六）下午

13:30-17:40 分两个时间段进行（13:30-15:30, 15:40-17:40），地点在恕园 9 至

14号楼内各分会场。每个报告一般时长为 20分钟，其中报告 15分钟、提问

交流 5 分钟。个别场次报告数量多于或少于 6 个，请各报告会依据总时长相

应调整每个报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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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博士/硕士研究生论坛 

博士/硕士研究生论坛，将于 10 月 19 日（周六）下午 13:30-17:40 分两

个时间段进行（13:30-15:30, 15:40-17:40），地点在恕园 9至 14号楼内各分会

场。其中，博士研究生论坛共计 5 场，60 个报告；硕士研究生论坛共计 13

场，116 个报告。 

每个报告时长共 20 分钟，其中报告人报告 12 分钟，提问交流 5 分钟，

专家点评 3 分钟。个别场次报告数量多于或少于 12 个，请相关专家根据总

时长调整每个报告的时间。 
 

5. 大会分组口头报告  

大会分组口头报告共计 84 场，441 个报告，将于 10 月 20 日（周日）上

午 8:00-12:10 分两个时间段进行（8:00-10:00, 10:10-12:10），地点在恕园 9 至

14 号楼内各分会场。 

每个口头报告共 20 分钟，其中报告 15 分钟，提问与讨论 5 分钟，请相

关主持人根据每场的实际情况适度调整每个报告的时间。 
 

6. 大会分场展贴报告  

大会分场展贴报告共 4 场，663 个，展板设置在行政楼和学术交流中心 A

中间。具体信息请参见本手册，请展贴报告人留意时间。  

第一场：10 月 19 日（周六）下午 13:00-15:30，请展贴报告者在 13:00 之

前，将展贴报告贴在指定位置上，并于报告结束后收走。  

第二场：10 月 19 日（周六）下午 15:40-18:00，请展贴报告者在 15:30 之

前，将展贴报告贴在指定位置上，并于报告结束后收走。  

第三场：10 月 20 日（周日）上午 7:30-10:00，请展贴报告者在 7:30 之前，

将展贴报告贴在指定位置上，并于报告结束后收走。  

第四场：10 月 20 日（周日）上午 10:00-12:30，请展贴报告者在 10:00 之

前，将展贴报告贴在指定位置上，并于报告结束后收走。  

请注意： 

请展贴报告者按要求在特定时间段将展贴报告贴到规定位置，并在规定的

时间段守候在展贴报告现场，就报告进行讲解、交流。 

展贴报告请使用无背胶 PP 海报纸，并使用会务组提供的胶带粘贴，请务必

按照现场志愿者指引粘贴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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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会重点报告  

序号 报告时间 报告地点 报告题目 报告人 主持人 

1 
10 月 19 日 

上午 9:30-10:20 

学术交流中心 
A1500 座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研究 时    勘 张    侃 

2 
10 月 19 日 

上午 10:20-11:10 
道德认知与情绪的心理和脑科学研究与应用 刘    超 苏彦捷 

3 
10 月 19 日 

上午 11:10-12:00 
人类空间导航行为的神经振荡机制及临床应用 王    亮 白学军 

4 
10 月 20 日 

下午 13:30-14:20 
注意与工作记忆交互机制 陈    辉 沈模卫 

5 
10 月 20 日 

下午 14:20-15:10 
甲基苯丙胺成瘾者的时间知觉研究 罗文波 傅小兰 

6 
10 月 20 日 

下午 15:10-16:00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早期视觉注意 易    莉 周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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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研究 

时    勘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报告人简介： 

时勘，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监事长、中国社会心

理学会前任副理事长、现任常务理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3&ZD155）首席科学家、亚洲组织与员工促进（EAP）协会主席。时勘博

士为中国心理学会认定心理学家，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

专家，国家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职业资格鉴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学科评议专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咨询专家。他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

和教育部国家级项目，获得国家省部委级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 9 项，技术专利 2 项，己发表学术论文 400 余篇，其中 SSCl、EI 65 篇，

SSCI 被引用 1019 次，CSCD 核心期刊论文 343 篇，被引用率 22056 次。他提

出的“智能模拟培训法”被亚太经合组织推荐为“亚洲地区样板培训模式”，科研

成果广泛应用于企事业、政府机关、军队、高层管理者、飞行员和航天员选拔

培训和绩效评价，提出的和谐社会中健康型组织建设的思想受到业界广泛重

视，向有关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多次获得中央、省部级领导的批示并采纳，时勘

博士课题组团队愿意与大家合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联系电子邮件：shik＠psych.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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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孙中山先生百年之前的《建国方略》，构想了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中国共

产党不仅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梦想，五年来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

的大事，正在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

和国民大众的心理状况与此并不同步。国务院最近发布的健康中国战略特别强

调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正在通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来加强民族复兴的进程。

五年前，我们申请获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机制研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正是探索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途径和方法的，该项目已圆满

完成，并获得免检通过。 

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主要取得了五方面成果：1.民族复兴的历史渊源及

其社会心理结构的评估模型研究，通过对民初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论战的总结

发现，中西跨文化比较所呈现的差异证实，中华民族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发

展社会文化的奋斗精神，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会随着社会变迁而被取代，可以通

过培养历史意识来理顺社会变迁的观念与态度，对未来充满文化自信可理清现

今发展阶段的不良社会心态，增强对于国家认同。2．基于胜任特征模型的能

力建设研究，通过突出战略分析能使胜任特征建模结构更突出战略决策的作

用，新型的工作适应性分析方法能揭示人职匹配、组织社会化等因素的特殊作

用；在获得危机救援的新型的抗逆力模型之后，所设计的安全心智培训模式能

保障组织的安全运行，并实现了与国家应急救援平台的对接。3.科学思想库、

人才培养及科学普及的心理影响机制研究，在与国家科技创新关系密切的科学

思想库建立方面，提出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方案被中央领导所采纳；在培

养和造就科学前沿的高端人才培养方面，获得的人才成长的社会心理影响因

素，形成了新型的培养模式；而提出的科学普及策略在提高国民对科学技术的

关注、形成全民科技强国的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基于网络媒体平台的

社会心理行为的集成研究，以信息技术为主导，利用心理学技术、网络技术挖

掘的网民集群行为的物理特征、心理特征、社会特征，促进了网络媒体数据的

高效获取与集成、网络媒体数据的用户分类以及社会网络媒体大数据的系列研

究，取得了更佳的解决方案。5．民族复兴的社会心理促进模式的示范性研

究，研制出一套稳定的执行程序，每个步骤都有可操作的实施要求和应对措

施，保障了社会心理促进工作的顺利进行。 

本项目获得的应用性成果是对于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强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国务院的健康中国战略的积极呼应。经过五年来的

研究，主要获得了如下应用性成果：①医护人员的抗逆力模型的研究成果发

现， 心理脱离策略具有明显的中介作用，可在压力情境中保持工作投入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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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幸福感；②老年人社交网络和健康的关系的研究，验证了社会网络结构的

数量和质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③失智老人康复的理论研究已经转

化成培训途径和方法，用于上海静安区街道7700位老年人，通过认知功能训

练、户外有氧训练和心理健康讲座等活动，使得失智人群生活质量获得了很

大的改善；④晚期癌症病人的死亡应对与临终精神性关怀研究，采用了中医

药参与舒缓护理、安宁护理和志愿服务等方法，在完善临终关怀方法上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⑤社会支持对丧亲适应的研究，使得我们调整了工作方向

点，把重点放在死者家属的哀伤辅导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⑥珠江三角

洲的社会融合模式的研究，发现政府的社会融合计划加快了社会融合的步

伐，而亲友和家人的社会支持也能缓解弱势群体的压力；⑦重庆渝中区的廉

洁文化评价系统，采用的360度评价方法加强了评估的客观性，得到了《人民

论坛》2017年3月1日头版头条的报道；⑧中国五矿集团的组织文化对企业并

购的作用机制及干预模式研究，在澳大利亚OZ公司的并购中取得成功，并在

国内外其他行业得以推广，成效显著；⑨山东能源集团的安全心理培训及系

统集成的研究，形成了企业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保障了安全生产，获得了

山东省领导的批示；⑩危机救援的社会心理服务研究成果，使得紧急救援员

职业资格培训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并促进了北京地区的危机救援普及性教育

活动；北京市红十字会在“天安门金水桥危机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确立了

红十字组织在危机救援中的公益性地位；⑾沈阳军区的基层主官的胜任特征

模型的研究成果，历时7年，开发出“基层主官胜任特征评价应用系统”，在全

军得以推广。 

本项目正式发表学术论文108篇,出版学术专著共15部，获得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参谋部和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两项一等奖、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省部

级领导批示各1项，国家煤矿安监局全国推广通知1项，达到了预期目标。 

*本项目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批准号：13&ZD155.本项目得到了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信息学院、中国科学院学部调查中心、北京联合大学以及上海

静安区、广州荔湾区、重庆渝中区、山东能源集团、中国五矿集团、沈阳军区政治部、

北京市红十字会和应急救援学校的大力支持。杨鹏、郭慧丹同学为本文写作提供了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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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认知与情绪的心理和脑科学研究与应用 

刘    超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报告人简介： 

刘超：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PI、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研究方向为情绪与社会认知神经

科学，主要关注情绪在社会认知尤其是道德认知中的调控作用和脑机制，及其

在教育、管理与公共安全等领域的应用。在 Neuroimage、Human Brain 

Mapping 、Social Cognitive & Affective Neuroscience 等国际领域内知名杂志上发

表第一/通讯作者论文 30 篇。目前担任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心理学分会和

文化心理学分会理事，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分会常务理事，国际社会神

经科学学会中国分会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人工心理与人工情感专委会委

员，Frontiers in Decision Neuroscience 期刊 Associate editor，作为负责人承担国

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课题等多项国家级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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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立德树人”是当前中国教育的重中之重，道德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具有

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们对“人究竟是如何加工道德? ”这样的关

键科学问题并没有进行很好的回答。实际上这一问题一直备受科学家关注，

Science 创刊 125 周年提出的 125 个最前沿科学问题中就有“大脑如何建立道德

观念?”。为了回答以上研究问题，近年来我们采用 fMRI、ERP、fNIRS、tDCS

等多种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结合问卷测查，行为测试，机器学习等心理学和人

工智能研究手段，从道德行为影响人际交互过程和不同道德情绪的加工差异与

影响干预手段这两个角度对道德认知与情绪的心理与脑机制进行了一系列深入

的研究，并试图将部分研究成果应用到德育教育与监管在押人员心理行为风险

评估等重要社会实践领域。在该报告中，我们将对以上工作进行系统的介绍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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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空间导航行为的神经振荡机制及临床应用 

王  亮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报告人简介： 

王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

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2008 年获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学

位，曾先后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2008-2010）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2010-2013）开展博士后研究，2013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工作。入

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基金委“优青”，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北京

市“科技新星”。研究工作主要采用心理物理、虚拟现实、功能磁共振、颅内

脑电、神经调控等技术手段，对脑功能网络特性及电生理基础、人类空间记忆

的神经环路机制、认知和情绪记忆的神经调控等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

创新性成果，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Neuron, Trends 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Brain, Current Biology,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Cerebral Cortex 等期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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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物体的生存和繁衍离不开与环境的交互。空间记忆作为一项基本认知功

能，是空间导航行为的基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确定最优路

径、寻找回家的路、熟悉陌生环境等都需要空间记忆参与。动物和人脑微观单

细胞记录研究主要集中在内侧颞叶，在海马和内嗅皮层分别发现了位置细胞和

网格细胞，宏观脑成像研究在内侧前额叶等新皮层区域也发现存在类网格活动

模式。然而空间导航介观尺度的神经振荡研究相对较少。借助药物难治性癫痫

患者侵入性颅内脑电（Intracranial EEG）技术，我们发现在空间导航任务完成

期间，内嗅皮层存在明显的低频 Theta 活动（4-8Hz），活动强度受运行方向调

制呈现周期性变化，与网格细胞周期性放电模式相似，而且该周期性变化存在

显著的时空动态性。进一步研究探讨不同空间位置的物体如何被大脑编码，我

们发现海马 theta 振荡不同相位编码不同目标物体。空间记忆能力减退也是阿

尔茨海默症早期阶段主要的行为症状。最近一项关于轻度认知障碍研究发现，

相比传统记忆能力测试，空间记忆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对空间导航行为的神经

振荡机制的深入理解将为阿尔茨海默症早期识别和早期干预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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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与工作记忆交互机制 

陈    辉 

（浙江大学） 

 

报告人简介： 

陈辉，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9 年

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2019 年当选美国实验心理学

协会会士（Fellow），2018 年获美国心理科学协会（APS）“学术新星奖(Rising 

Star) ”，浙江省杰青等荣誉奖项。成果入选 2018 年度浙江大学十大学术进展。

香港中文大学认知心理学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后，耶鲁大学访

问学者。主要从事注意、记忆和意识等相关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浙江省杰青项目等多个科研项目。近 3 年以第一/通讯作者在

Psychological Review, Psychological Science, JEP:General 等心理学顶级期刊发表

重要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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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本人及团队围绕“注意与工作记忆交互机制”这一科学问题开

展了大量研究，挑战了传统对两者关系的看法。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1）

探讨注意如何影响信息进入工作记忆。长期以来注意一直被认为对信息能否进

入工作记忆起决定性作用，只有被注意选择的信息才能进入工作记忆，而未被

注意选择的信息则在感知系统中快速消退。据此，众多研究者将注意比喻成工

作记忆的“闸口”。 然而，本人及团队近期的系列研究对该传统假设进行了质

疑。我们通过全新的实验范式将“注意”与“预期”进行巧妙分离，结果发

现，当被试没有预期要报告某一信息（如，字母的颜色）时，他们即使刚刚已

经注意并且使用该信息完成任务（如报告彩色字母位置），仍无法在意外记忆

测验时将其（即字母颜色）准确报告。我们将这一令人惊讶的现象命名为“属

性失忆(Attribute Amnesia) ”。该现象表明，预期可能才是决定信息能否进入工

作记忆的关键因素，而注意则起执行角色。（2）基于经典的空间线索效应探讨

工作记忆如何影响注意，提出了 “记忆编码损耗理论（Memory encoding cost 

theory， MEC）”。该理论挑战了“注意资源容量有限”传统观点，认为记忆编

码引起的注意抑制，可能才是制约某⼀时刻获得信息量的关键因素。我们已结

合行为实验、脑电技术以及计算机建模手段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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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苯丙胺成瘾者的时间知觉研究 

罗文波 

（辽宁师范大学） 

 

报告人简介： 

辽宁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青年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辽宁省优秀专家，辽宁

特聘教授，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辽宁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大连市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获得者，辽宁师范大学科研处处

长，辽宁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目前担任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社会认知科

学分会副会长，中国心理学会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脑电技术专

业委员会委员，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脑成

像专业委员会委员，神经管理与神经工程研究会常务理事等学术兼职。在

Science Advances、NeuroImage、SCAN 等国内外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 70 余

篇，出版专著、译著和教材 4 部，相关成果获得重庆市自然科学三等奖、深圳

市自然科学二等奖以及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一等奖等奖励。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 4 项，其他各类项目 10 余项。曾担任 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 客座副主编以及 PLoS ONE 编委，为 JEP: General、NeuroImage、

Child Development、SCAN 等四十余种期刊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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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期摄入毒品会损伤个体纹状体及前额叶的多巴胺转运系统，这一环路也

是加工时间信息的重要神经基础。同时，时间知觉与冲动、风险决策存在密切

关系。但是，目前尚缺乏对新型毒品成瘾者（如，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

时间知觉改变的系统考察。本研究分别在社区和强制隔离戒毒所招募了大量健

康人群和不同戒断期的冰毒成瘾者，采用了不同时距的时间复制与比较任务，

系统地探索了冰毒成瘾者在时间知觉的运动计时和知觉计时成分上的变化，及

其与戒断前吸食量的关系。结果发现，相较于健康组来说，短期戒断的冰毒成

瘾者仅存在运动计时损伤，而长期戒断的冰毒成瘾者时间知觉均未发现改变。

此外，无论是时间知觉的哪个成分，当加工较长时距时，短期戒断组的关键行

为指标与吸食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但这一现象并未出现在长戒断期组中。总

之，本研究发现冰毒成瘾者的时间知觉损伤是非常复杂的，其受控于多种因

素，包括吸食量、戒断期、时间尺度及具体任务。研究揭示了戒断后冰毒成瘾

者的时间知觉变化，为系统地进行该领域成瘾脑功能评估、干预策略奠定了理

论基础。 

 

 

  

20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早期视觉注意 

易    莉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报告人简介： 

易莉研究员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硕士博士毕业于美国 Duke 

University 心理与神经科学系。2009 年加入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先后担任讲师

及副教授。2015 年起任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易

莉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孤独症领域的研究，采用临床结合认知的方法，针对孤

独症儿童的核心障碍及其相关的认知过程的机制展开了一系列研究。易莉研究

员主持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科技计划以及广东省科技计划等项

目。她取得了多项重要的原创性成果，以第一或者通信作者在国际重要期刊发

表 20 余篇论文，包括 Chil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Developmental Science, Autism Research 等国际知名期刊，并于 2019 年入选第四

批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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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孤独症的患病率逐年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世界性公共卫生难

题。其目前的诊断与评估主要依赖于医生的临床观察，造成了诊断的主观性强

以及早期发现的困难等难题。而开发基于客观指标的孤独症诊断与筛查手段，

则成为了目前国际孤独症领域的研究热点与难点。 

孤独症的两大核心障碍是社交障碍和刻板行为。通过系统地研究这两大核

心症状相关的孤独症儿童的视觉注意特征，可以发现孤独症的早期发展规律，

并据此开发基于眼动指标的孤独症筛查手段。例如，与孤独症社交障碍的视觉

注意模式包括对社会信息的不敏感、面孔加工异常、联合注意的异常等。与刻

板行为有关的孤独症视觉注意模式包括视觉搜索的异常、粘滞性注意、以及对

重复运动模式的偏好等。基于眼动方法的研究可以揭示孤独症婴幼儿的视觉注

意的特点，从而了解孤独症早期发展特征和规律，论证了将视觉注意作为孤独

症早期筛查与鉴别诊断的客观指标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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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专题论坛 

论坛 1：海内外青年多学科论坛 

时间：2019-10-19 14:00-17:00             地点：恕园 13-101 

主持人：臧玉峰   傅根跃   董光恒 

志愿者：李小龙 15055693080  蓝志辉 13787135749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4:00-14:45 34-O-001 孔祥祯 理想出版环境下心理与脑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问题 

14:45-15:30 34-O-002 胡笑晨 阿尔茨海默病临床前期的神经行为指标探究 

15:30-16:15 34-O-003 黎建斌 
基因与父母教养对青少年自我控制个体差异的影响：来

自两项元分析研究的证据 

16:15-17:00 34-O-004 李春晓 中度至剧烈的身体活动能预测ADHD青少年的睡眠和行为 

 

时间：2019-10-20 09:00-12:00             地点：恕园恕园 13-101 

主持人：臧玉峰   傅根跃   董光恒  

志愿者：李小龙 15055693080  蓝志辉 13787135749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9:00-09:45 34-O-005 路翰娜 老年期学习与记忆的复杂偶联：来自临床对照试验的启示 

09:45-10:30 34-O-006 丁晓攀 亲子心理状态谈话、儿童心理理论及其说谎行为的发展 

10:30-11:15 34-O-007 杨春亮 Testing (Quizzing) Boosts Classroom Learning: A Meta-
Analytic Review 

11:15-12:00 34-O-008 陈亚林 成人解决个位数加法问题依靠数数? 一项行为及 ERP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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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2：心理服务对接国家需求专题论坛 

时间：2019-10-19 19:00-21:00             地点：恕园 13-101 

组织者：白学军               主持人：白学军 

志愿者：李小龙 15055693080  蓝志辉 13787135749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

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016 年 12 月 30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与中宣部、中央综治办等共 22
个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到 2020 年，全民心理健

康意识明显提高。当前，各领域各行业普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健康促进工作，加快

建设心理健康服务网络，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重点人群心理健康问题得到关注和及时疏导，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初步建成。 为了进

一步推动心理学服务于国家需求，本专题依托中国心理学会心理服务机构工作委员会，邀

请国内在心理服务对接国家需求方面的典型机构和个人，交流工作经验，分享心得体会。

专题论坛报告具体包括：（1）心理服务对接国家需求的途径；（2）基层社会心理服务模式

的探索；（3）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心理服务；（4）心理服务与行业需求的有机对接；（5）
心理服务机构需求什么样的人才；（6）从社会需求角度谈心理咨询师的成长。 本专题所

选报告，基本上涵盖了当前心理学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需求主要方面，对于推动这方面的工

作具有重要节俭意义。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9:00-19:20 35-S-001 杨海波 心理学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需求的途径 

19:20-19:40 35-S-002 傅春胜 基层单位社会心理服务模式的探索 

19:40-20:00 35-S-003 武志红 从社会需求角度谈心理咨询师的成长 

20:00-20:20 35-S-004 黄伟强 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的心理服务 

20:20-20:40 35-S-005 寇觉中 心理服务与行业需求的有机对接 

20:40-21:00 35-S-006 慕东泰 心理服务机构需求什么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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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3：国家自然基金申请论坛 

时间：2019-10-19 19:00-21:00             地点：恕园 13 号楼 201 

组织者：周晓林               主持人：周晓林 

志愿者：郭潮 18232242956  韦开宇 15355083337 

 
自然科学基金坚持支持基础研究，形成和发展了由研究项目、人才项目和环境条件项

目三大系列组成的资助格局。三十多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在推动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

发展，促进基础学科建设，发现、培养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 
新形势，新要求。为更好把握基金申报新动向，进一步推动心理学科发展，培养优秀

科技人才，第二十二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组委会专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论坛”，

为心理学科技工作者分享经验，解析注意事项。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9:00-19:30 36-S-001 陈静 青年基金申请体会 

19:30-20:00 36-S-002 耿晓伟 面上基金申请体会 

20:00-20:30 36-S-003 方方 重点项目申请 

20:30-21:00 36-S-004 李红 终审评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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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 4：宗教文化心理学理论思考与实证研究专题论坛 

时间：2019-10-20 09:00-12:0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302 

主持人：韩布新 

志愿者：潘辰远 19817866684  邵瑞星 13386523638 

 

精神性是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实践与传承的关键。本

论坛将从诗书画印等汉语艺术的情绪调节与认知促进实证研究综述、本土文化心理学的科

学应用价值、中国凉山彝族的宗教信念与心理韧性、城市基督徒宗教完美主义的质性研究

等四个方面展开研讨。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9:00-09:45 37-S-001 韩布新 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调节与认知促进-诗书画印及太极拳 

09:45-10:30 37-S-002 杜艾文 Indigenous culture, psychology, and values 

10:30-11:15 37-S-003 陈心洁 中国凉山彝族的宗教与心理韧性 

11:15-12:00 37-S-004 谢中垚 中国城市基督徒宗教完美主义：一项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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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专题研讨会  

专题研讨会会共计 51 场，280 个报告，将于 10 月 19 日（周六）下午

13:30-17:40 分两个时间段进行（13:30-15:30, 15:40-17:40），地点在恕园 9 至

14 号楼内各分会场。 

每个报告一般时长为 20 分钟，其中报告 15 分钟、提问交流 5 分钟。个

别场次报告数量多于或少于 6 个，请各报告会依据总时长相应调整每个报告

的时间。 
 

（专委会专题研讨是以各个专委会的成立时间先后为序依次排列）：  

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              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  

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专业委员会    生理心理专业委员会 

法律心理专业委员会          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老年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护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语言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心理学脑成像专业委员会  

音乐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眼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   脑电相关技术研究专业委员会  

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   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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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1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101 

志愿者：崔绍宇 15755599599  王罗羽 15857153516     

数学认知与学习 

组织者：司继伟             主持人：陈英和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01-S-001 史滋福 因果信息和提示指导语对大学生贝叶斯推理的影响 

13:50-14:10 01-S-002 司继伟 父母教育卷入与儿童数学焦虑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动态发

展： 一年纵向研究 

14:10-14:30 01-S-003 陈英和 幼儿非符号数量自动加工能力发展特点与表征机制 

14:30-14:50 01-S-004 杜雪娇 初中生动态样例的学习效果及影响因素 

14:50-15:10 01-S-005 何 毅 样例学习专长逆转效应的影响因素 

15:10-15:30 01-S-006 李晓东 四则运算中的自然数偏差及其认知机制 

 

“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2  

时间：2019-10-19 15:40-17:4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101 

志愿者：崔绍宇 15755599599  王罗羽 15857153516     

儿童读写能力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其教育启示 

组织者：李虹             主持人：李利平  伍新春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01-S-007 陈红君 语素意识对小学盲生阅读理解的影响：词汇知识的中介

作用 

16:00-16:20 01-S-008 丁 嫄 快速命名对儿童英汉阅读的影响 

16:20-16:40 01-S-009 李瑞英 句法意识对写作的作用机制：基于英汉的比较 

16:40-17:00 01-S-010 谢瑞波 盲童的汉语语素意识在听力阅读中的作用：词汇知识的

中介作用 

17:00-17:20 01-S-011 赵 英 识字量、词汇量及句法意识对听障儿童阅读流畅性的影

响 

17:20-17:40 01-S-012 孙 鹏 元语言意识对聋生阅读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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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1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102 

志愿者：沈宇星 15105737729  阿里米热 13999687953  

社会—生态视角下的校园欺凌的发生机制研究 

组织者：张文新             主持人：陈亮 王兴超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02-S-001 王兴超 父母低头行为与青少年网络欺负行为： 道德推脱的中介

作用与网络去抑制的调节作用 

13:50-14:10 02-S-002 张云运 青少年的友谊网络与其攻击行为发展的关系：性别的调

节作用 

14:10-14:30 02-S-003 胡仲琳 青少年校园受欺凌对网络欺凌的影响：一项多水平研究 

14:30-14:50 02-S-004 张 洁 父母心理控制与小学生的校园欺负行为：敌意归因和冷

酷无情的中介作用 

14:50-15:10 02-S-005 王鹏程 同学关系与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关系中的性别差异：进

化心理学的视角 

15:10-15:30 02-S-006 李腾飞 班级规则与教师温情对儿童青少年欺负行为的影响：一

项多水平分析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2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201 

志愿者：蔡果恬 15990079478  史少佳 17816612506 

儿童青少年人格干预与促进 

组织者：杨丽珠             主持人：刘文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02-S-007 王江洋 四年级孤儿小学生品格优势识别的教育干预 

13:50-14:10 02-S-008 余永金 小学四年级低控型学生问题行为的干预研究 

14:10-14:30 02-S-009 张 雯 初一学生低控型问题行为的干预研究 

14:30-14:50 02-S-010 范明明 小学四年级过度控制型学生问题行为的干预研究 

14:50-15:10 02-S-011 陈靖涵 过度控制型初中生问题行为的干预研究 

15:10-15:30 02-S-012 李志敏 留守幼儿积极互惠行为的干预研究：基于道德情绪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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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3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202 

志愿者：操静娟 17816607881  苏春桦 17816615105 

儿童青少年脑发育与学校适应：队列研究进展 

组织者：陶沙             主持人：陶沙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02-S-013 张 行 儿童青少年持续注意与持续注意缺陷：行为学及功能磁

共振影像队列研 

13:50-14:10 02-S-014 王延培 儿童脑模块化发展对注意能力发展的支持作用 

14:10-14:30 02-S-015 左西年 学龄儿童脑模版与生长曲线 

14:30-14:50 02-S-016 李至浩 胎儿期可卡因暴露青少年的多模态脑成像研究 

14:50-15:10 02-S-017 蔡 清 儿童脑结构和认知能力发展的追踪研究 

15:10-15:30 02-S-018 刘 丽 儿童与成人汉语词汇加工的脑功能网络的差异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4  

时间：2019-10-19 15:40-17:2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102 

志愿者：沈宇星 15105737729  阿里米热 13999687953 

个体、家庭、同伴因素与儿童青少年精神病理问题 

组织者：纪林芹             主持人：蔺秀云 纪林芹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02-S-019 李 芮 大学生暴力态度、敌意归因偏向与身体攻击的纵向关系

研究 

16:00-16:20 02-S-020 何 婷 家庭多水平因素与对立违抗障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

关系 

16:20-16:40 02-S-021 田相娟 青少年中期同伴侵害与抑郁的关系：FKBP5 基因多态性

与青少年早期母亲消极教养的调节作用 

16:40-17:00 02-S-022 柳 霖 青少年早期内外化问题与学校适应的相互影响：基于双

因子模型的交叉滞后分析 

17:00-17:20 02-S-023 董美慧 攻击与抑郁的关系及同伴关系、学业成绩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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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5  

时间：2019-10-19 15:40-17:0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201 

志愿者：蔡果恬 15990079478  史少佳 17816612506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组织者：王美芳             主持人：李丹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02-S-024 付 聪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学业成绩和主观幸福感： 母
亲自主支持和控制的中介作用 

16:00-16:20 02-S-025 李静雅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执行功能的关系：一个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 

16:20-16:40 02-S-026 石瑞琪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学前儿童问题行为和社会能力的关

系： 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 

16:40-17:00 02-S-027 任丽欣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入学准备发展之间的关系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6  

时间：2019-10-19 15:40-17:2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202 

志愿者：操静娟 17816607881  苏春桦 17816615105 

老年人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 

组织者：张宝山             主持人：唐丹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02-S-028 尹述飞 孝顺期待与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关系：接受亲子支持的中

介作用 

16:00-16:20 02-S-029 唐 丹 应对方式，社会网络对留守老人抑郁水平的作用机制—
—基于 CLASS 数据 

16:20-16:40 02-S-030 张宝山 老年人家庭功能对负性情绪的影响：自我完整性的中介

及自我刻板化的调节 

16:40-17:00 02-S-031 范逸飞 微信主观年龄与自尊的关系：朋友圈互动行为的中介作

用 

17:00-17:20 02-S-032 杨小洋 健康自评对老年人老化态度的影响：社会支持的调节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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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1  

时间：2019-10-19 13:30-14:5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301 

志愿者：韩乐妍 17799856038  蔚然 18758150297         

创新创造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组织者：罗劲             主持人：应小萍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04-S-001 周 婵 流动经历与父母教养对流动幼儿好奇心的影响机制 

13:50-14:10 04-S-002 王 晴 多元文化经验的不同大脑机制：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

和静息态功能连接 

14:10-14:30 04-S-003 吴俊莹 东西方文化刻板印象对高中生创造性的影响 

14:30-14:50 04-S-004 应小萍 工匠精神和创新精神的心理学分析和研究 

 

“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学委员会”专题 2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302 

志愿者：潘欣瑶 17816612316  沈诗洁 19906811967 

注意与注意缺陷脑机制与应用研究 

组织者：臧玉峰             主持人：臧玉峰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04-S-005 臧玉峰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 and sustained attention 

13:50-14:10 04-S-006 周新林 珠算训练对注意能力的促进作用及其机制 

14:10-14:30 04-S-007 方 方 Neural oscillation mechanism underlying concurrent multi-
feature attention 

14:30-14:50 04-S-008 刘 勋 冲突加工的认知控制机制 

14:50-15:10 04-S-009 吴赵敏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白质微结构改变：多模态异常及

遗传基础 

15:10-15:30 04-S-010 曹庆久 药物改善 ADHD 执行功能缺陷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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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3  

时间：2019-10-19 15:40-17:4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301 

志愿者：韩乐妍 17799856038  蔚然 18758150297 

空间认知与内隐记忆 

组织者：康廷虎             主持人：赵光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04-S-011 康廷虎 场景中的动作意图识别：基于刺激物-刺激物背景的探索 

16:00-16:20 04-S-012 李士一 虚拟现实中空间参照系偏好的个体差异 

16:20-16:40 04-S-013 赵 光 背景线索效应中眼睛注视方向信息的作用 

16:40-17:00 04-S-014 魏 玲 场景知觉中背景线索效应的年龄差异 

17:00-17:20 04-S-015 臧学莲 光照与对比度对内隐性空间学习记忆特征的影响 

17:20-17:40 04-S-016 吴 娇 反应标准和远距情景在情景线索效应中的作用 ——来自

双目标视觉搜索任务的证据 

 

 “生理心理学委员会”专题 1 

时间：2019-10-19 13:30-15: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107 

志愿者：姜媛媛 18999538188 许乐雯 

应激：基因，大脑和行为 

组织者：杨娟             主持人：吴健辉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07-S-001 姚树桥 应激系统基因与人类社会心理应激的脑激活模式 

13:50-14:10 07-S-002 杨 娟 背景应激损伤急性应激的神经内分泌反应 

14:10-14:30 07-S-003 罗 禹 中文版应激心向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14:30-14:50 07-S-004 吴健辉 急性应激反应及其应对能力的预测因素 

14:50-15:10 07-S-005 张 亮 急性应激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来自行为与脑电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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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2  

时间：2019-10-19 15:40-17:0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107 

志愿者：姜媛媛 18999538188 许乐雯 

精神疾病相关认知功能障碍的免疫调节 

组织者：王玮文             主持人：王玮文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07-S-006 黄庆军 脑内腺苷对小胶质细胞极化的影响及其在精神疾病中的

作用 

16:00-16:20 07-S-007 许海云 胶质细胞对脑高级功能的调节损害与精神疾病 

16:20-16:40 07-S-008 王玮文 小胶质细胞与精神疾病相关认知功能障碍 

16:40-17:00 07-S-009 游自立 小胶质细胞促进神经发生在增强个体应激适应性中的作

用 

 

“生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3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203 

志愿者：陈悄悄 13216839092  唐小雅 13386523298     

经颅磁刺激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组织者：库逸轩             主持人：库逸轩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7-S-010 瓦莱丽

冯 配对刺激影响认知功能：抑制和目标导向功能 

08:20-08:40 07-S-011 袁逖飞 探讨成瘾的皮质动力学和可塑性 

08:40-09:00 07-S-012 库逸轩 工作记忆的认知神经调控 

09:00-09:20 07-S-013 季公俊 重复经颅磁刺激的参数优化及临床应用 

09:20-09:40 07-S-014 王 珏 fMRI 精准定位引导的 rTMS 在临床的应用 

09:40-10:00 07-S-015 赵 鹏 非侵入性神经调控新产品新技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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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时间：2019-10-19 15:40-17:2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302 

志愿者：潘欣瑶 17816612316  沈诗洁 19906811967     

谎言识别研究的新进展 

组织者：傅小兰             主持人：傅小兰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09-S-001 颜文靖 人工智能技术能否让测谎变得更可靠 

16:00-16:20 09-S-002 李 贺 说谎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对谎言识别的影响 

16:20-16:40 09-S-003 申寻兵 情绪泄露与欺骗检测 

16:40-17:00 09-S-004 陈文锋 欺骗行为中的信息隐藏及其情感评价 

17:00-17:20 09-S-005 赵 科 伪装表情数据库的构建 

 

“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1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109 

志愿者：凯热麦 15355087100  杨鑫晨 15355463722     

青少年创伤后心理反应研究及其对学生辅导的启示 

组织者：周宵             主持人：周宵，伍新春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10-S-001 张 迪 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与网络成瘾的关系：链式中介效

应及性别差异分析 

13:50-14:10 10-S-002 赵嘉琦 留守儿童抗逆力与抑郁情绪的关系：反刍思维和情绪灵

活性的中介作用 

14:10-14:30 10-S-003 周 宵 创伤后的低应激症状是复原吗？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成长

的联合轨迹检验 

14:30-14:50 10-S-004 亓军军 青少年亲子关系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成长的影响：一个

多重中介效应的检验 

14:50-15:10 10-S-005 刘艾祎 自我同情对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成长的影响：反刍

的中介作用 

15:10-15:30 10-S-006 王文超 疼在你身,痛在我心：共情在灾后青少年幸存者中的双刃

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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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2  

时间：2019-10-19 15:40-17:4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109 

志愿者：凯热麦 15355087100  杨鑫晨 15355463722     

认知发展与信念及心理健康相关研究 

组织者：葛明贵             主持人：李小平/耿凤基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10-S-007 董 丹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推理、注意的影响：成长思

维的作用研究 

16:00-16:20 10-S-008 何元庆 护士正念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16:20-16:40 10-S-009 耿凤基 认知控制与情景记忆交互作用的神经机制 

16:40-17:00 10-S-010 全莉娟 青少年暴雨暴露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关系：风险认知与

灾难化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17:00-17:20 10-S-011 葛明贵 合取谬误的群体差异及影响 

17:20-17:40 10-S-012 左晨毅 非熟悉面孔分散学习效应脑机制的 ERP 探索 
 

“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302 

志愿者：潘辰远 19817866684  邵瑞星 13386523638     

道德决策与行为的心理及脑科学研究 

组织者：赵立             主持人：刘超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12-S-001 

赵

 

立

 

Reputational concerns affect cheating in young children

 

13:50-14:10 12-S-002 封春亮 鼻喷催产素降低了男性而非女性的公平维护行为 

14:10-14:30 12-S-003 伍海燕 急性应激和道德决策：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 

14:30-14:50 12-S-004 刘 超 Brain activation and adaptation of deception processing 
during dyadic face-to-face interaction 

14:50-15:10 12-S-005 赛李阳 反馈隐藏信息测试范式研究:再认和反馈的双重效应 

15:10-15:30 12-S-006 

崔

 

芳

 

Morality: a social neuroscienc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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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1  

时间：2019-10-19 13:30-15: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7 

志愿者：葛秋 13989496859   王瑀彤 

心理健康素养专题研讨会 

组织者：任志洪             主持人：任志洪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13-S-001 赵春晓 中国人心理健康素养干预效果元分析 

13:50-14:10 13-S-002 李凤兰 中国公众心理疾病观的核心维度 

14:10-14:30 13-S-003 张 萌 精神疾病患者自杀与心理健康素养关系的研究进展 

14:30-14:50 13-S-004 陈景秋 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量表的修订 

14:50-15:10 13-S-005 蒋宛月 国民心理健康素养变化趋势——基于抑郁主题微博大数

据分析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2  

时间：2019-10-19 13:30-15: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9 

志愿者：顾天慧 15189750737  王宥惜 18628596393 

父母教养投入与协同教养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 

组织者：伍新春             主持人：伍新春、刘畅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13-S-006 任怡臻 青少年家庭协同教养冲突对亲子关系的溢出效应： 父母

教养投入的中介作用 

13:50-14:10 13-S-007 侯 芬 父母教养投入的干预尝试：可行性及有效性探讨 

14:10-14:30 13-S-008 王歆逸 父母教养投入对青少年反社会行为的影响： 亲子依恋的

中介作用 

14:30-14:50 13-S-009 邹盛奇 青少年家庭协同教养与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基于

APIM 的分析 

14:50-15:10 13-S-010 刘 畅 父亲协同教养对青少年学校适应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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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3  

时间：2019-10-19 15:40-17:4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7 

志愿者：葛秋 13989496859   王瑀彤 

心理治疗规范化的探索：循证与精准心理治疗 

组织者：张小远             主持人：范方 教授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13-S-011 杨文登 循证心理治疗本土化实施的问题及对策 

16:00-16:20 13-S-012 张小远 心理治疗从循证到精准：研究进展与实践探索 

16:20-16:40 13-S-013 侯艳飞 心理治疗适宜性及其对治疗效果的影响研究 

16:40-17:00 13-S-014 周社刚 咨询师咨询风格与来访者偏好一致性对咨访关系的影响 

17:00-17:20 13-S-015 刘 玎 基于思考-感受-行动框架的来访者-心理治疗干预取向匹

配研究 

17:20-17:40 13-S-016 赵久波 咨询师对咨访匹配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4  

时间：2019-10-19 15:40-17:4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9 

志愿者：顾天慧 15189750737  王宥惜 18628596393   

正念在各类人群中的效果及机制 

组织者：刘兴华             主持人：徐慰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13-S-017 赵慧雯 正念训练改善女性服刑人员负性心境的随机对照研究 

16:00-16:20 13-S-018 郑 明 四日正念密集训练减少教师压力 

16:20-16:40 13-S-019 徐守森 时间管理倾向在价值和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接纳

承诺疗法的视角 

16:40-17:00 13-S-020 刘兴华 单次超觉冥想改善外显情绪调节能力 

17:00-17:20 13-S-021 陈 婧 经历爆炸事故的儿童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与创伤后应

激反应： 特质正念的调节作用 

17:20-17:40 13-S-022 余 思 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特质正念与内外化问题：自悯的中

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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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1  

时间：2019-10-19 13:30-15: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305 

志愿者：华乐源 18857106399  吴琰励 

中国人的君子型人格 

组织者：侯玉波             主持人：王登峰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15-S-001 朱呈呈 儒家式君子型人格对员工创造力表现影响研究 

13:50-14:10 15-S-002 葛枭语 君子型人格的结构与测量 

14:10-14:30 15-S-003 潘欣羽 君子型人格与领导绩效的关系：带调节的中介模型 

14:30-14:50 15-S-004 姜佟琳 批判性思维与组织承诺的关系：领导君子人格与成就动

机的作用 

14:50-15:10 15-S-005 张斌梅

子 
知识型员工批判性思维和工作倦怠：君子型人格与行为

抑制的作用 

 

“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2  

时间：2019-10-19 15:40-17:4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305 

志愿者：华乐源 18857106399  吴琰励 

敌意与攻击 

组织者：夏凌翔             主持人：夏凌翔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15-S-006 王 欢 自我控制与攻击倾向的交互作用的大脑结构基础：基于

体素形态学的证据 

16:00-16:20 15-S-007 王兴超 儿童期虐待与欺负行为：青少年道德推脱与父亲道德推

脱的作用 

16:20-16:40 15-S-008 权方英 敌意归因偏向的大脑功能及其与替代性攻击的关系：来

自 fALFF 与 RSFC 的证据 

16:40-17:00 15-S-009 杨如姣 宜人性、愤怒沉浸与攻击的纵向关系研究 

17:00-17:20 15-S-010 潘 斌 儿童青少年支配性目标与欺负行为的关系：班级地位等

级性的调节作用 

17:20-17:40 15-S-011 杨 波 精神病态暴力犯的认知行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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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1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105 

志愿者：邓浦伶 19975370833  汪莺莺 15555499086     

意识与决策 

组织者：李虹             主持人：高阳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17-S-001 邢 采 风险决策中的反向末期效应 

13:50-14:10 17-S-002 付丽莎 经验性和描述性决策的整合性模型：框架效应的视角 

14:10-14:30 17-S-003 高 阳 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 ——恐惧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女

性物化 

14:30-14:50 17-S-004 石 垠 危机心态如何激活内隐知识：注意转换代价的标定效应 

14:50-15:10 17-S-005 刘正泰 对代价的不敏感与选项寻求： 最优化决策者与满意化决

策者区别何在 

15:10-15:30 17-S-006 栾 墨 公开-私密情境对最优化决策的影响 

 

“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2  

时间：2019-10-19 15:40-17:4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105 

志愿者：邓浦伶 19975370833  汪莺莺 15555499086     

视频游戏的益与弊 

组织者：何清华             主持人：胡玉正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17-S-007 胡玉正 网络游戏行为对社交焦虑和心智游移的影响 

16:00-16:20 17-S-008 何清华 网络游戏使用所带来的大脑结构改变 

16:20-16:40 17-S-009 周 滟 额叶-纹状体环路在网络游戏成瘾分类诊断和表征中的价

值：一项基于核磁共振的影像组学研究 

16:40-17:00 17-S-010 林富春 网络游戏障碍患者纹状体形状学改变 

17:00-17:20 17-S-011 董光恒 网游成瘾被试额叶-纹状体功能链接降低及其与成瘾程度

的关系 

17:20-17:40 17-S-012 袁 凯 中脑腹侧被盖区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对网络游戏障碍的多

体素模式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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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1  

时间：2019-10-19 13:30-15:1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107 

志愿者：汪秀琴 13868145174  冯龙顺 

认知训练的相关进展：从基础到应用研究 

组织者：李春波             主持人：李春波，赵鑫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18-S-001 李春波 认知老化的非药物干预研究：从认知训练到物理刺激干

预 

13:50-14:10 18-S-002 赵 鑫 工作记忆训练对戒断期海洛因长期成瘾者认知缺陷的改

善及其迁移 

14:10-14:30 18-S-003 王腾飞 工作记忆刷新训练能否提升发散性思维？ 

14:30-14:50 18-S-004 陈天勇 抑制控制能力在老年阶段的可塑性及迁移效应的脑成像

研究 

14:50-15:10 18-S-005 朱祖德 认知训练改善血管性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认知功能的神经

可塑性机制 

 

“老年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2  

时间：2019-10-19 15:40-17:0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107 

志愿者：汪秀琴 13868145174  冯龙顺 

认知老化的情绪效应与个体差异 

组织者：王大华             主持人：邵景进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18-S-006 李西营 自动化情绪调节中是否存在积极效应？来自 eMMN 的证

据 

16:00-16:20 18-S-007 郭 滢 错误记忆情绪效应的年龄差异及机制 ——基于改进后的

简化联合再认范式 

16:20-16:40 18-S-008 邵景进 老化恐惧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不确定性容忍力和自我

控制的作用 

16:40-17:00 18-S-009 尹述飞 言语流畅性的个体差异对老年人联结记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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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203 

志愿者：陈悄悄 13216839092  唐小雅 13386523298     

护患人群的心理健康促进 

组织者：刘晓虹             主持人：刘晓虹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20-S-001 王盼盼 中青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理社会适应的质性研究 

13:50-14:10 20-S-002 王正君 护理本科生心理弹性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潜在剖面

分析 

14:10-14:30 20-S-003 张 烜 妊娠期女性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分析 

14:30-14:50 20-S-004 张瑞星 冠心病患者情绪调节策略特征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14:50-15:10 20-S-005 李 辞 团体认知行为干预与注意偏向矫正训练对社交焦虑障碍

的治疗效果比较：一项 ERP 研究 

15:10-15:30 20-S-006 胡艳丽 灵性照护培训在提高护士灵性健康和灵性照护能力中的

作用研究 
 

“语言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时间：2019-10-19 15:40-17:4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203 

志愿者：陈悄悄 13216839092  唐小雅 13386523298     

第二语言学习 

组织者：王瑞明             主持人：王瑞明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21-S-001 王瑞明 二语学习心理学的理论建构 

16:00-16:20 21-S-002 焦 鲁 双语理解转换对一般性执行控制的影响：行为及电生理

学证据 

16:20-16:40 21-S-003 陈宝国 二语歧义词习得过程中各义项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16:40-17:00 21-S-004 刘 聪 情境影响双语语言控制的认知机制 

17:00-17:20 21-S-005 余可可 母语经验对熟练二语学习者加工普通话声调的影响 

17:20-17:40 21-S-006 王小潞 文化背景与语言水平对汉语字谜解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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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1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205 

志愿者：黄云洁 17816614557  夏嘉黛 15924010911     

社会变迁背景下的社区心理学研究 

组织者：陈永进             主持人：李媛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22-S-001 赖 馨 儿童期虐待对青少年网络欺负的影响： 冷酷无情特质和

网络社会支持的多重中介作用 

13:50-14:10 22-S-002 张靖枫 婚姻变迁趋势下流动女性离婚抉择过程研究 

14:10-14:30 22-S-003 安 蔚 公众获得感问卷初步编制及信、效度评价 

14:30-14:50 22-S-004 王艳丽 社会经济地位对社区居民利他行为的影响：社区认同的

中介作用 

14:50-15:10 22-S-005 车丽萍 硕士研究生学业拖延与自我效能感、成就动机的关系研

究 

15:10-15:30 22-S-006 杜 刚 社会治理中的社区心理学访谈 

 

“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2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303 

志愿者：黄泽皓 13198018709  谢肖蔚 15355065959 

未成年人及社区特殊人群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组织者：邓铸             主持人：赵俊峰、任其平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22-S-007 杨 波 社会面吸毒人员的风险评估与循证戒治 

13:50-14:10 22-S-008 王申连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及服务状况 

14:10-14:30 22-S-009 任其平 全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 

14:30-14:50 22-S-010 万增奎 14 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站点状况的调查与对策研究 

14:50-15:10 22-S-011 赵俊峰 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心理弹性在校园受欺负与其学校适应

之间的中介作用 

15:10-15:30 22-S-012 李祚山 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干预模式及评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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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3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305 

志愿者：纪尚晓 17816111637  徐姣 18083585615 

社区老人与儿童：理论与技术 

组织者：吕厚超             主持人：李彦章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22-S-013 马 玲 老年人社会参与幸福感的关系 

13:50-14:10 22-S-014 李小保 留守儿童时间洞察力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一项追踪研究 

14:10-14:30 22-S-015 李 媛 结构式团体沙盘心理技术在社区青少年儿童开展心理素

质培养的实践探索 

14:30-14:50 22-S-016 林松楠 学校社区感的相关研究与应用 

14:50-15:10 22-S-017 李彦章 社区老年人基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与抑郁、心理弹性的

关系 

15:10-15:30 22-S-018 彭 乔 中国城市社区氛围维度的探索性研究 

 

“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4  

时间：2019-10-19 15:40-17:2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205 

志愿者：黄云洁 17816614557  夏嘉黛 15924010911 

社区感与学校社区 

组织者：陈红             主持人：张锋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22-S-019 李岳恒 人际开放特质、报复倾向与社会攻击关系的纵向研究 

16:00-16:20 22-S-020 张 锋 高中生的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未来时间自我的中介效应 

16:20-16:40 22-S-021 黄惠珍 睡眠时型对抑郁的影响及其机制 

16:40-17:00 22-S-022 周健锋 错失恐惧对大学生社交网站成瘾的影响：多重中介作用 

17:00-17:20 22-S-023 张 雅 中国城市居民运动社区感的结构与测量：以广场舞者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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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5  

时间：2019-10-19 15:40-17:2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303 

志愿者：黄泽皓 13198018709  谢肖蔚 15355065959 

主动健康的理论依据及干预措施 

组织者：时勘             主持人：时勘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22-S-024 邢 采 社会变迁背景下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性因素 ——基于计

划行为理论的研究 

16:00-16:20 22-S-025 时 勘 主动健康：心理调试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及干预作用 

16:20-16:40 22-S-026 买晓琴 共情关怀对利他决策结果评价影响的神经机制 

16:40-17:00 22-S-027 董 妍 羡慕型自恋和竞争型自恋对同伴信任的不同影响：排斥

体验的中介作用 

17:00-17:20 22-S-028 黄 芳 主动健康：积极心理学在北京社区养老服务中的探索与

实践 

 

“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6  

时间：2019-10-19 15:40-17:4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305 

志愿者：纪尚晓 17816111637  徐姣 18083585615 

新时代社区心理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探索 

组织者：吴继霞             主持人：杨莉萍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22-S-029 张 丹 基于循证实践理论的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 

16:00-16:20 22-S-030 杨莉萍 以“和合思维”消解城市社区冲突的社区心理工作模式探

索 

16:20-16:40 22-S-031 王 平 新时代社区心理服务的落脚点：建立社区心理支持网络

互助系统 

16:40-17:00 22-S-032 孙配贞 社会转型期青少年孝道困境问题研究 

17:00-17:20 22-S-033 曹文雯 居民社区信任的模型探讨 

17:20-17:40 22-S-034 鲍谧清 社区“救急难”视角下的社区心理增能工作建构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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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时间：2019-10-19 13:30-15:1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403 

志愿者：何星林 19106857066  吴晴莲 19906810973 

血谱光学成像技术在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组织者：傅根跃             主持人：傅根跃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24-S-001 

骆

 

宏

 

心理压力的七个维度研究

 

13:50-14:10 24-S-002 

侯

 

旻

 

TOI 技术在品牌态度识别中的应用

 

14:10-14:30 24-S-003 李 梅 大学新生心理压力研究 

14:30-14:50 24-S-004 

傅根跃

 

基于血谱光学成像的情绪识别研究

 

14:50-15:10 24-S-005 

李

 

康

 

血谱光学成像技术

 

 

“心理学脑成像专业委员会”专题：心理学脑成像研究可重复性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305 

志愿者：纪尚晓 17816111637  徐姣 18083585615 

心理学脑成像研究可重复性 

组织者：左西年             主持人：左西年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25-S-001 严超赣 脑功能动态模式稳定性在不同网络和状态间的差异 

08:20-08:40 25-S-002 臧玉峰 可重复性的异常脑活动未必经得起多重比较校正 

08:40-09:00 25-S-003 何宏建 多中心扩散磁共振成像一致性的优化方法研究 

09:00-09:20 25-S-004 蒋 超 高信度的人脑功能连接组：演示和指南 

09:20-09:40 25-S-005 周 荃 学龄儿童杏仁核分割的信效度：手动与自动 

09:40-10:00 25-S-006 黄瑞旺 多表面匹配方法对髓鞘化图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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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时间：2019-10-19 15:40-17:2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403 

志愿者：何星林 19106857066  吴晴莲 19906810973 

音乐对认知与情绪的影响及即兴音乐治疗在自闭症儿童干预中的应用 

组织者：南云             主持人：南云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26-S-001 孙丽君 音乐层级结构的紧张感加工及其神经机制 

16:00-16:20 26-S-002 杜 梦 背景音乐对语言理解的影响：来自 ERP 的证据 

16:20-16:40 26-S-003 高攀科 亲社会歌曲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16:40-17:00 26-S-004 刘 颖 不同风格音乐在情绪唤醒时的神经激活 

17:00-17:20 26-S-005 王祎非 DIR 地板时光/即兴式音乐治疗在自闭症儿童治疗中的运

用 

 

“眼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1  

时间：2019-10-19 13:30-15: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5 

志愿者：黄成利 15715791960  吴一凡 18357709087 

眼动与高级认知 

组织者：李兴珊             主持人：李兴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27-S-001 屈青青 言语理解中语义和语音信息的激活与预激活：来自眼动

的证据 

13:50-14:10 27-S-002 李 琳 汉语阅读中预测加工对老年人预视加工的影响 

14:10-14:30 27-S-003 周 蔚 文本阅读中的眼动与视觉背腹侧脑区 

14:30-14:50 27-S-004 朱梦妍 中文阅读中双字同义词的语义预视效应 

14:50-15:10 27-S-005 周 蕾 应用眼动追踪技术综合探索决策的过程机制：以风险和

跨期决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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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2  

时间：2019-10-19 15:40-17:4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5 

志愿者：黄成利 15715791960  吴一凡 18357709087 

汉语阅读与学习的眼动心理学研究 

组织者：白学军             主持人：陈庆荣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27-S-006 王永胜 副中央凹词频与预视对眼动控制的影响 

16:00-16:20 27-S-007 于 秒 汉语不同文本呈现形式影响留学生汉语阅读的发展研究 

16:20-16:40 27-S-008 陈庆荣 汉语句子阅读中的情境多样性效应：来自眼动的证据 

16:40-17:00 27-S-009 刘志方 中文阅读中切词过程的年老化：眼动证据 

17:00-17:20 27-S-010 药盼盼 可预测性促进词汇加工机制的探究 

17:20-17:40 27-S-011 仝 文 刺激质量和字体类型对词频效应的影响：中文阅读的眼

动证据 

 

“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专题 1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305 

志愿者：金曜冬 15988789065 杨诗萌 15700079860     

叙事与心理传记学研究 

组织者：郑剑虹             主持人：李文玫，郑剑虹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28-S-001 郑剑虹 5-6 岁幼儿独白语言发展的叙事研究 

13:50-14:10 28-S-002 李文玫 在文本世界中修炼：叙事文本的解读、分析与诠释之道 

14:10-14:30 28-S-003 杨 远 志士惜日短——青年费孝通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14:30-14:50 28-S-004 王淑英 一位来沪台商家庭母亲的生命成长故事 ～面对子女的学

校适应 

14:50-15:10 28-S-005 劉素鳳 来自高门巨族女性的呼唤—凌叔华性别意识的觉醒与实

践 

15:10-15:30 28-S-006 董 佳 铁木真人格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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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专题 2  

时间：2019-10-19 13:30-15:1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402 

志愿者：金莹莹 19858186722  杨诗友 15204039166 

社会心理的质性研究 

组织者：陈羿君             主持人：张宝山，王平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28-S-007 张宝山 女性为何习惯于自我凝视——对三位女性大学生的人生

叙事访谈 

13:50-14:10 28-S-008 王 平 高校学生宿舍人际困扰心理干预的质性分析 

14:10-14:30 28-S-009 林久榆 中韩伴侣婚姻经验之跨文化探究 

14:30-14:50 28-S-010 陈羿君 解析成年人后悔的心理特征 

14:50-15:10 28-S-011 卢 凤 青年夫妻冲突应对方式性别差异的扎根理论分析 

 

“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专题 3  

时间：2019-10-19 15:40-17:4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305 

志愿者：金曜冬 15988789065 杨诗萌 15700079860 

学与教的质性研究 

组织者：刘电芝             主持人：程素萍 胡维芳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28-S-012 刘电芝 中国大学生英语成功者的英语学习策略体系建构    ——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16:00-16:20 28-S-013 陈雨秋 叙事方式对心理传记主题和积极加工水平的影响 

16:20-16:40 28-S-014 胡维芳 高职教师专业素质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的分

析 

16:40-17:00 28-S-015 彭文波 破茧成蝶抑或挣扎沉沦？             ——小学新手教师职业

压力的访谈报告 

17:00-17:20 28-S-016 邓永光 教学共同体是如何互动的——基于苏州市不同中学的焦

点团体 

17:20-17:40 28-S-017 赵 凡 优秀科技教师“优”在哪儿？ ——来自苏州市中小学优秀

科技教师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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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专题 4  

时间：2019-10-19 15:40-18:0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402 

志愿者：金莹莹 19858186722  杨诗友 15204039166 

特殊群体的质性研究 

组织者：耿文秀             主持人：耿文秀，陈祥美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28-S-018 罗鸣春 经历校园欺凌者的抗逆力发展研究 

16:00-16:20 28-S-019 曹文韫 祖辈被迫成为替代父母的心理历程及困境探究 

16:20-16:40 28-S-020 李文桐 高龄二孩妈妈的生育动机及影响因素 —基于上海市中高

收入家庭 

16:40-17:00 28-S-021 何吴明 留守儿童对父母感受的主题分析 

17:00-17:20 28-S-022 陈祥美 校园欺凌少年参与修复式司法的经验分析 

17:20-17:40 28-S-023 傅安国 世代贫困家庭的整体内生动力资源枯竭模型 

17:40-18:00 28-S-024 汪 娟 90 后研究生的孤独感：焦点团体访谈结合扎根理论的探

索 

 

“脑电相关技术专业委员会”专题 

时间：2019-10-19 13:30-15:1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405 

志愿者：关懿丹 15395714543  王雨鑫 17767144208 

脑电技术在认知科学中的应用 

组织者：吴健辉             主持人：罗跃嘉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29-S-001 古若雷 决策大脑网络的时域特征 

13:50-14:10 29-S-002 Peng Xu 脑电网络在认知科学中的应用研究 

14:10-14:30 29-S-003 曲 琛 快速定频呈现范式中辨别社会支配等级的神经标志 

14:30-14:50 29-S-004 甘 甜 助人决策的结果预期和评价：一项 ERP 研究 

14:50-15:10 29-S-005 魏 萍 价值驱动的注意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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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专题 1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9号楼 102 

志愿者：孔庆祖 17816612601  余雯婷 15355092112 

道德调节与社会治理 

组织者：周媛             主持人：吴胜涛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0-S-001 吴胜涛 为什么偏爱惩罚？正义观与规范平衡的作用 

13:50-14:10 30-S-002 伍 珍 第三方惩罚中的群体偏差：时间压力及情绪调节的作用 

14:10-14:30 30-S-003 张彦彦 父母控制对高中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情绪调节的中介

作用 

14:30-14:50 30-S-004 胡晓晴 模拟创伤性经历对随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14:50-15:10 30-S-005 王 赟 正义感的遗传基础：基于双生子的研究 

15:10-15:30 30-S-006 周 婵 正义观及其心理适应功能的中、美比较研究 

 

“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专题 2 

时间：2019-10-19 15:40-17:4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405 

志愿者：关懿丹 15395714543  王雨鑫 17767144208 

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 

组织者：郭永玉             主持人：郭永玉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30-S-007 胡小勇 阶层与学业成绩：自我肯定的作用及其机制 

16:00-16:20 30-S-008 白 洁 达者何以兼济天下 ——谦卑对高阶层再分配偏向的促进

作用 

16:20-16:40 30-S-009 李 静 工具性和终极性物质主义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初探 

16:40-17:00 30-S-010 徐步霄 社会阶层与应得感：系统合理信念的调节作用 

17:00-17:20 30-S-011 杨沈龙 心理学研究中的社会阶层的操作化界定及其衍生问题 

17:20-17:40 30-S-012 李小新 高威胁敏感性的影响因素及对心理障碍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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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专题 3  

时间：2019-10-19 15:40-17:40             地点：恕园 9号楼 102 

志愿者：孔庆祖 17816612601  余雯婷 15355092112 

道德心理学：技术、文化、教育与应用 

组织者：喻丰             主持人：廖江群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30-S-013 柴方圆 直觉在道德推理教育中的作用 

16:00-16:20 30-S-014 闫 伟 文化契约:意向与道德互依的商业交易 

16:20-16:40 30-S-015 吴胜涛 道德问责中的本位主义：中国人的内群体认同与内部归

因 

16:40-17:00 30-S-016 赵 靓 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社交大数据道德实证研究 

17:00-17:20 30-S-017 许丽颖 影响机器人接受度的因素——道德的作用 

17:20-17:40 30-S-018 刘传军 迷信降低义务论倾向：从补偿控制理论解释迷信的道德

功能 

 

“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1  

时间：2019-10-19 13:20-14:40             地点：恕园 9号楼 202 

志愿者：柯诗琪 17816612800  易佳琦 

文化自信与社会发展 

组织者：胡平             主持人：韦庆旺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20-13:40 31-S-001 董 妍 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与获得感的关系：早年居住地

的调节作用 

13:40-14:00 31-S-002 喻 丰 文化自信对人工智能威胁的缓冲效应 

14:00-14:20 31-S-003 胡 平 积极情绪感染能力与人际关系满意感:孤独感的中介和主

观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14:20-14:40 31-S-004 刘 超 国家自豪感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忠诚度的调节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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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专题 2  

时间：2019-10-19 15:40-17:00             地点：恕园 9号楼 202 

志愿者：柯诗琪 17816612800  易佳琦 

文化与自我、道德及社会距离：跨文化比较 

组织者：尹可丽             主持人：韦庆旺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6:00 31-S-005 陈晓晨 美国亚裔青少年高成就 低自尊之悖论：归因视角的理

论解释 

16:00-16:20 31-S-006 胡晓檬 全球化取向和道德基础：来自中美文化的初步证据 

16:20-16:40 31-S-007 韦庆旺 社会阶层与自我提升：提升热情还是提升能力？ 

16:40-17:00 31-S-008 尹可丽 听同伴讲民间故事缩短社会距离：接触与民族认同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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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博士/硕士研究生论坛 

博士/硕士研究生论坛，将于 10 月 19 日（周六）下午 13:30-17:40 分两个

时间段进行（13:30-15:30, 15:40-17:40），地点在恕园 9 至 14 号楼内各分会场。

其中，博士研究生论坛共计 5 场，60 个报告；硕士研究生论坛共计 13 场，116

个报告。 

每个报告时长共 20 分钟，其中报告人报告 12 分钟，提问交流 5 分钟，专

家点评 3 分钟。个别场次报告数量多于或少于 12 个，请相关专家根据总时长调

整每个报告的时间。 
 

硕士论坛：应用心理学 1 

时间：2019-10-19 13:30-17: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2 

专家：陈光辉 陈天勇 

志愿者：梁雨萱 17376594908  张厶予 17816615169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2-O-001 魏夏琰 处理存在交叉载荷的模型： SEM、ESEM、BSEM 三种

方法的比较 

13:50-14:10 32-O-002 赵少勇 高考复读生心理控制感与学习动机的关系：心理弹性的

中介作用 

14:10-14:30 32-O-003 赵少勇 多分属性 DINA 模型的多级评分拓广 

14:30-14:50 32-O-004 唐 芳 同伴支架对学习者语言知识和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基于

留学生的汉语学习研究 

14:50-15:10 32-O-005 唐 芳 基于认知诊断测评的个性化补救教学效果分析：以“一元

一次方程”为例 

15:10-15:30 32-O-006 姚晓萃 中国城镇居民遛狗身体活动的影响因素及干预 

15:30-15:50 32-O-007 何晓英 面孔加工本族效应的衰减：基于群际视角的干预 

15:50-16:10 32-O-008 于源馨 民粹主义中的个体——从心理学视角分析民粹主义 

16:10-16:30 32-O-009 梁丽玲 基于 LPA 的护士工作心理负荷现状及其与心理资本、应

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16:30-16:50 32-O-010 汪 彦 养老机构老年人的机构社会支持与抑郁的关系：自我累

赘感知和家庭功能的作用 

16:50-17:10 32-O-011 吴咏梅 领悟社会支持对远洋渔民生存质量的影响:情绪调节的调

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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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坛：应用心理学 2 

时间：2019-10-19 13:30-17: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4 

专家：周宵 宫火良 

志愿者：林恒竹 17816131779  张一凡 15257002565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2-O-012 宋琼雅 贝叶斯多组比较——渐近测量不变性 

13:50-14:10 32-O-013 陆 娟 父母情感温暖对大学生痛苦表露倾向的影响：述情障碍

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14:10-14:30 32-O-014 杨 阳 不同类型警示标志的警示效果差异 

14:30-14:50 32-O-015 贾浩哲 短时接触暴力电子游戏对内隐攻击性的影响：一项 ERP
研究 

14:50-15:10 32-O-016 文 鹏 海洛因戒断者的时间知觉特征 

15:10-15:30 32-O-017 胡景超 对运动心理学领域中自我谈话的分析研究 

15:30-15:50 32-O-018 王颖佩 青少年网络适应结构探索及量表编制 

15:50-16:10 32-O-019 林秋韵 正念冥想训练对大学生心理调适能力的影响 

16:10-16:30 32-O-020 王佳舟 青藏高原藏族居民大样本调查：抑郁现状及其风险因素 

16:30-16:50 32-O-021 张 敏 述情障碍亚类型情绪调节内隐态度及调节策略研究 

16:50-17:10 32-O-022 苗晓燕 共患难更同盟：共同经历负性情绪事件对合作的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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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坛：应用心理学 3 

时间：2019-10-19 13:30-17: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302 

专家：张禹 宛小昂  

志愿者：林彦汝 13386525155  张紫微 17799853600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2-O-023 牛梦雨 强制性公民行为对工作倦怠的影响：员工沉默的中介作

用 

13:50-14:10 32-O-024 王琳琳 导生关系的保护性因素 ——基于知乎问答的质性研究 

14:10-14:30 32-O-025 杨馥源 领悟父母期望对自我成长的影响：焦点团体结合扎根理

论的探索 

14:30-14:50 32-O-026 雷千乐 医学生时间管理倾向与跨期决策的关系：时间压力的中

介作用 

14:50-15:10 32-O-027 郑闪闪 残疾态度对听力障碍学生抑郁的影响：知觉压力和反刍

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 

15:10-15:30 32-O-028 付利婷 人际信任对老年高血压患者睡眠状况的影响：自尊和抑

郁的链式中介作用 

15:30-15:50 32-O-029 刘 吉 “雁过无痕”还是“雁过留痕”：大学生党性教育识记效果

的探究 

15:50-16:10 32-O-030 翟博宇 校园氛围感知与青少年网络成瘾：学校联结与抑郁症状

的中介作用 

16:10-16:30 32-O-031 王昕悦 叠音品牌名称对不同性别大学生消费偏好的影响 

16:30-16:50 32-O-032 肖琦凯 不同说服力水平的原因在修正道德决策中的作用 

16:50-17:10 32-O-033 尚琬婷 动态情境对特质焦虑大学生表情识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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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坛：应用心理学 4 

时间：2019-10-19 13:30-17:3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304 

专家：杨群 臧寅垠  

志愿者：刘琼琼 18367126628  赵磊 15732159887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2-O-034 陆 璐 员工网络怠工问卷的编制研究 

13:50-14:10 32-O-035 李 巍 运动员注意控制的神经机制：一项 TMS 和 ERP 研究 

14:10-14:30 32-O-036 董亚琦 初中生锻炼动机、身体自我效能感与体育参与的关系研

究 

14:30-14:50 32-O-037 刘 莎 自我污名对听力障碍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自我效能感

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14:50-15:10 32-O-038 余洁静 黑暗三联征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 

15:10-15:30 32-O-039 余洁静 心理韧性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 

15:30-15:50 32-O-040 罗雨娇 语境线索在外国留学生新词学习中的作用：来自眼动的

证据 

15:50-16:10 32-O-041 侯芳艳 农村绝经转变期女性睡眠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 

16:10-16:30 32-O-042 彭 蕾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双文化对耐心的影响研究 

16:30-16:50 32-O-043 刘亚男 警察群体工作家庭冲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情绪智力的

调节作用 

16:50-17:10 32-O-044 颜 涵 多学科医护团队视域下乳腺癌患者创伤后成长干预策略

的质性研究 

17:10-17:30 32-O-045 周龙志 挑战性-阻碍性压力源与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关系：促进性

建言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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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坛：基础心理学 1 

时间：2019-10-19 13:30-16:3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404 

专家：闫国利 周临舒 

志愿者：楼如意 19106858455   赵钥琪 1338650300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2-O-046 李卓宇 空气污染引发不道德行为：谁是真正元凶 

13:50-14:10 32-O-047 戴隆农 数字大小和空间定向信息对负数空间表征的影响 

14:10-14:30 32-O-048 张沥今 渐近测量不变性中先验方差的选择研究 

14:30-14:50 32-O-049 张 琪 叠音人名的婴儿图式效应及其对信任行为的影响：反馈

类型的调节 

14:50-15:10 32-O-050 廖洁洁 诱饵刺激与目标刺激的相似度对情境效应的影响：吸引

还是排斥？ 

15:10-15:30 32-O-051 许红慧 2:1 视听 Stroop 任务中刺激冲突与反应冲突在时间进程上

的分离 

15:30-15:50 32-O-052 吴 宙 首发抑郁症缰核功能连接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15:50-16:10 32-O-053 张佳琳 网络游戏成瘾者负性情绪调节时的神经活动变化： 与网

络游戏娱乐使用者的比较 

16:10-16:30 32-O-054 刘思宇 中文阅读中听觉刺激对副中央凹预视效应的影响--一项眼

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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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坛：基础心理学 2 

时间：2019-10-19 13:30-16:5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405 

专家：宋素涛 朱熊兆  

志愿者：康思琦 13386519567  杨易航 17376591277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2-O-055 何孟欣 心理科普信息需求特征测度:基于在线问答社区提问行为

与短文本聚类分析技术 

13:50-14:10 32-O-056 吴 宙 认知行为疗法对抑郁症功能连接密度的影响 

14:10-14:30 32-O-057 陈曹霁 任务难度对返回抑制调节效应的认知机制 

14:30-14:50 32-O-058 韩 洋 汉语新词习得：基于维吾尔语读者眼动研究的证据 

14:50-15:10 32-O-059 蔡文琦 fNIRS 揭示大脑左侧颞叶前部与角回在语素意义整合中

的不同作用 

15:10-15:30 32-O-060 侯 燕 汉字阅读中语音和语义加工交互作用的神经生理学证据 

15:30-15:50 32-O-061 罗杰飞 部件与整字水平语音的早期提取：来自三、五年级儿童

阅读中的证据 

15:50-16:10 32-O-062 贾玉洁 奖赏期待和情绪对认知冲突控制的影响：ERP 研究 

16:10-16:30 32-O-063 李涵翛

然 丘脑 rs-fMRI 特征的多变量模式分析对抑郁症的诊断预测 

16:30-16:50 32-O-064 胡赛赛 视觉和集中注意分散对基于统计规则工作记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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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坛：基础心理学 3 

时间：2019-10-19 13:30-16:3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406 

专家：刘文娟 陈功香  

志愿者：陆柳伶 19906811050  赵艺璇 19858185849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2-O-065 甄子昂 中学生群体寄宿与心理危机的关系：同伴问题行为与父

母监管的作用 

13:50-14:10 32-O-066 杨丽萍 虚拟现实环境下的全身错觉 

14:10-14:30 32-O-067 伍 莉 面部表情与情绪的相容性对创造性思维的影响 

14:30-14:50 32-O-068 任巧悦 疼痛敏感性和疼痛共情的关系：来自行为和脑电的证据 

14:50-15:10 32-O-069 鲍 未 急性应激对工作记忆中存储目标信息和抑制分心信息的

影响 

15:10-15:30 32-O-070 李彦佼 无意识知觉对视觉工作记忆的影响 

15:30-15:50 32-O-071 于巧芳 宽恕团体辅导对戒毒人员复吸倾向干预效果的思考 

15:50-16:10 32-O-072 张 慧 不同教学方式中师生脑同步的近红外研究 

16:10-16:30 32-O-073 贾文霞 环境威胁线索下不同生命史策略女性的性别二态性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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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坛：发展心理学 1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103 

专家：邱香 王树青 

志愿者：吕心雨 13738143070  郑锦彬 18259690722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2-O-074 王杨春

子 
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生网络受欺负行为的关系：一项追

踪研究 

13:50-14:10 32-O-075 何佼雁 上下维度心理时间线的发生阶段 

14:10-14:30 32-O-076 曹 敏 网络游戏中化身参照的加工优势：来自行为与 ERPs 的证

据 

14:30-14:50 32-O-077 周 秘 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激活对威胁刺激记忆表征的影响

——依恋回避的调节作用 

14:50-15:10 32-O-078 徐美玲 母亲元情绪理念对学前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教养行

为的中介作用 

15:10-15:30 32-O-079 戴 悦 目标内容对高中生幸福感的影响： 基本心理需要和社会

支持的中介作用 

 

硕士论坛：发展心理学 2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202 

专家：曲方炳 冯廷勇  

志愿者：余潇洋 17376598798  郁佳晨 1737659061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2-O-080 杨 洋 心理韧性和绝望在冲动性与大学生自杀意念关系中的作

用： 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13:50-14:10 32-O-081 韩 雯 第一胎儿童在同胞照料中的合作行为：努力控制和母亲

教养方式的作用 

14:10-14:30 32-O-082 汪丹丹 网络成瘾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基于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

的元分析 

14:30-14:50 32-O-083 黄聪慧 善意谎言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14:50-15:10 32-O-084 贾筱倩 人际情境对初中生联合行动的影响：基于共情能力的视

角 

15:10-15:30 32-O-085 李张琴 高强迫倾向个体风险决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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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坛：发展心理学 3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203 

专家：傅安国 程素萍  

志愿者：马嘉琪 18758884799  孜白兰 18601774263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2-O-086 刘 羽 校园氛围和负性情绪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 一项交

叉滞后研究 

13:50-14:10 32-O-087 李佩佩 早期儿童数学能力量表的测量学研究 ——基于项目反应

理论 

14:10-14:30 32-O-088 朱新新 儿童中期到青少年早期自杀意念的发展轨迹：风险因素

和保护因素 

14:30-14:50 32-O-089 叶建梅 自我欺骗对大学生人际适应性的影响：无法忍受不确定

性的中介作用 

14:50-15:10 32-O-090 许琳旋 视听线索诱发网络游戏渴求的差异——基于详述侵入理

论的研究 

15:10-15:30 32-O-091 李 媛 感知到的教师情感支持对学习投入的影响：学业自我效

能感和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硕士论坛：发展心理学 4 

时间：2019-10-19 13:30-15:3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205 

专家：关青 叶旭春 

志愿者：俞昊 19858124066  李涵翛然 1786280459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2-O-092 陈 娇 小学高年级儿童能力观发展轨迹及其预测因素：父母能

力观的作用 

13:50-14:10 32-O-093 姜 琦 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押韵判断任务的事件相关电位

（ERP）研究 

14:10-14:30 32-O-094 杨亚楠 心理痛苦与感恩在负性情绪和大学生自杀意念之间的作

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14:30-14:50 32-O-095 应鹏星 小学生父亲在位与共情、同情的关系：基于潜在剖面分

析 

14:50-15:10 32-O-096 林 忻 知觉整体性对内隐记忆提取干扰效应的影响 

15:10-15:30 32-O-097 卢慧妍 初中生对说谎情境中内疚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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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坛：发展心理学 5 

时间：2019-10-19 13:30-15:5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303 

专家：佟月华 杜秀芳  

志愿者：马柯宁 17857335130  祖丽皮热古丽 1338650195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2-O-098 肖曼曼 父母低头症对青少年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家庭亲密度

和负性情绪的链式中介作用 

13:50-14:10 32-O-099 蔡溪若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高中生压力知觉的影响：上行社

会比较与反刍思维的链式中介作用 

14:10-14:30 32-O-100 石慧芬 感知学校氛围与网络欺负：一个有调节的中介 

14:30-14:50 32-O-101 赵宇飞 部分线索对记忆提取的干扰与促进作用的分离 

14:50-15:10 32-O-102 骆翠欣 从视频与图片中辨别陌生人的面部表情 

15:10-15:30 32-O-103 张 琪 亲疏有别：社会距离对内隐合作态度的影响 

15:30-15:50 32-O-104 刘晓凤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一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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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坛：发展心理学 6 

时间：2019-10-19 13:30-17:3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403 

专家：孙炳海 毛伟宾  

志愿者：潘嫒 15068707316  庆天婴 15355092066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2-O-105 赵李华 不同人际冒犯情境下自我损耗对宽恕的影响：促进还是

阻碍？ 

13:50-14:10 32-O-106 梁 俏 同伴侵害、父母知情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基本心理

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 

14:10-14:30 32-O-107 梁炜为 家庭功能与创造力的关系：链式中介效应 

14:30-14:50 32-O-108 殷锦绣 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与儿童对立违抗障碍症状之间的关

系：一项多组比较追踪研究 

14:50-15:10 32-O-109 白彩霞 城乡青少年自我教育期望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15:10-15:30 32-O-110 刘子星 幼儿的主客分离：基于不同参照系左右概念发展的研究 

15:30-15:50 32-O-111 杜昆筑 父母情感温暖和儿童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希望感的中

介作用 

15:50-16:10 32-O-112 陈泉凤 父母婚姻冲突、意向性自我调节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

瘾： 冲动性的调节作用 

16:10-16:30 32-O-113 孙 征 痛苦容忍度量表中文版修订 

16:30-16:50 32-O-114 郑 昊 青少年欺负与受欺负的角色转变及影响因素 

16:50-17:10 32-O-115 贾 蕾 阅读障碍基因的筛选鉴定及功能研究 

17:10-17:30 32-O-116 刘宇潇 校园氛围感知与中国青少年问题性网络使用：心理不安

全感和消极同伴交往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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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坛：基础心理学 

时间：2019-10-19 13:30-17:5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206 

专家：何清华 胡小勇  

志愿者：潘凤配 15355493433  沈佳华 1995782157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3-O-001 刘 永 超重个体更冲动？ --来自巧克力延迟折扣任务的 ERPs 证
据 

13:50-14:10 33-O-002 宋诗情 正常体重女性的心理性进食行为的神经机制——基于脑

结构的研究 

14:10-14:30 33-O-003 王 璐 注意对不同水平刺激的整体知觉的影响：基于 RSVP 适

应范式的研究 

14:30-14:50 33-O-004 黄发杰 提取干扰对不同类型内隐记忆的影响 

14:50-15:10 33-O-005 魏 华 考试焦虑个体静息态脑电的振荡特征 

15:10-15:30 33-O-006 郑思琦 语义信息探测对注意促进效应的影响 

15:30-15:50 33-O-007 周文洁 物体颜色知识影响情景记忆提取的神经机制 

15:50-16:10 33-O-008 刘传军 站起来行动：义务论反应的姿势效应及其双加工边界条

件 

16:10-16:30 33-O-009 韩 丹 基于场景主旨提取的拥挤效应研究 

16:30-16:50 33-O-010 徐玲玲 情绪调节的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 

16:50-17:10 33-O-011 张一静 精神分裂症和社会快感缺失群体中社会脑网络与社会网

络大小的相关性研究 

17:10-17:30 33-O-012 蔡新璐 基于静息态磁共振成像数据的精神分裂症机器学习泛化

性研究 

17:30-17:50 33-O-013 赖 寒 乐观的神经结构:壳核的灰质密度预测青少年晚期的特质

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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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坛：发展心理学 1 

时间：2019-10-19 13:30-17:3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304 

专家：蔡丹  丁雪辰 

志愿者：李月彤 13175117790  郁舒天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3-O-014 邓 敏 依恋特征在关系自我概念中的长时记忆表征 

13:50-14:10 33-O-015 刘 洋 父亲参与与父亲教养行为对儿童适应的影响 

14:10-14:30 33-O-016 司亚静 青少年和成年人在不公平情境中的决策策略 

14:30-14:50 33-O-017 燕小辉 跨语言一致性缺陷与语言特异性缺陷：来自双语阅读障

碍脑功能成像的证据 

14:50-15:10 33-O-018 任丽杰 大学生孤独感的发展轨迹及其对自我同一性的影响 

15:10-15:30 33-O-019 金童林 2008 至 2017 年中国青少年儿童期心理虐待变迁的横断历

史研究 

15:30-15:50 33-O-020 高毓婉 中国 3-6 岁幼儿人格发展现状调查研究及教育建议 

15:50-16:10 33-O-021 周月月 从儿童期到青少年期欺负与受欺负的联合发展轨迹：平

行的潜类别增长模型 

16:10-16:30 33-O-022 林 霜 社区暴力暴露、学校参与和不良同伴对青少年攻击行为

的预测作用：一年的追踪研究 

16:30-16:50 33-O-023 齐 才 小学生的实体智力观发展轨迹特点及其与智商和学业成

绩之间的关系探讨 

16:50-17:10 33-O-024 刘欣怡 负性评价恐惧及社交焦虑在自我关怀与孤独感中的作

用： 基于链式中介模型 

17:10-17:30 33-O-025 贾彦茹 依恋焦虑对成年初期恋爱冲突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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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坛：发展心理学 2 

时间：2019-10-19 13:30-17:1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306 

专家：邢淑芬 任芬  

志愿者：李增辉 15556906671  岳娟 17673631016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3-O-026 唐清婷 依恋压力情境诱发对心智化的影响：情绪的中介效应和

依恋风格的调节效应 

13:50-14:10 33-O-027 林静远 心理性别与抑郁程度的关系：基于元分析的系统综述 

14:10-14:30 33-O-028 孙晓娟 攻击行为规范信念对初中生欺负行为的影响：道德推脱

的中介作用 

14:30-14:50 33-O-029 王少杰 IRT 观察分数核等值的影响因素研究 

14:50-15:10 33-O-030 胡友松 小学听障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 

15:10-15:30 33-O-031 胡友松 父母情绪表达对中小学聋生情绪理解能力的影响 

15:30-15:50 33-O-032 何雯静 藏区青少年生命史与应对方式：主观社会支持的中介及

调节 

15:50-16:10 33-O-033 兰起丽 6 个月婴儿的消极情绪反应性、RSA 反应性与 2 岁儿童

的行为抑制性的预测关系 

16:10-16:30 33-O-034 贾云丞 成人对不同表情婴儿面孔的反应是否一致？中性婴儿面

孔如何凸显出来 

16:30-16:50 33-O-035 周焱琳 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父母与儿童的视

角 

16:50-17:10 33-O-036 贾继超 大学生问题性网络使用发展轨迹： 同伴网络过度使用行

为与同伴网络过度使用态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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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坛：应用心理学 1 

时间：2019-10-19 13:30-17:30             地点：恕园 13 号楼 205 

专家：李晖 马锦飞  

志愿者：骆嘉佳 17376595012  赵玥琪 1338650300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3-O-037 史嘉鑫 污染的人性：空气污染导致自我去人性化 

13:50-14:10 33-O-038 方俊燕 元分析中效应量的最小个数需求：基于统计功效和估计

精度 

14:10-14:30 33-O-039 陈圣栋 基于执行意图的自动化重评比有意重评能够更稳健地调

节情绪 

14:30-14:50 33-O-040 张玉青 单亲家庭青少年学校归属感的类别特征与其学校适应的

关系 

14:50-15:10 33-O-041 成雨聪 你有一个幽默的领导吗？幽默型领导对下属创新绩效的

机制研究 

15:10-15:30 33-O-042 黄熙彤 协变量相关对时变效应模型参数估计的影响 

15:30-15:50 33-O-043 孙俊芳 正念训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中国样本的元分析 

15:50-16:10 33-O-044 徐梦思 社会排斥对认知控制权衡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16:10-16:30 33-O-045 张雪萌 红灯“停”：交通信号营养标签减少不健康的食物决策 

16:30-16:50 33-O-046 金雅茹 社区老年人衰弱与抑郁：社会支持的中介及调节作用 

16:50-17:10 33-O-047 信同童 实施排斥对个体愤怒面孔注意偏向的影响 

17:10-17:30 33-O-048 曹 毅 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创新行为：人力资本、社会资

本、 心理资本的整合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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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坛：应用心理学 2 

时间：2019-10-19 13:30-17:30             地点：恕园 13 号楼 305 

专家：耿晓伟 罗鸣春  

志愿者：吕楠楠 17816615090  郑佳欣 13777734329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30-13:50 33-O-049 李宗龙 置换检验在有限混合模型中潜在类别特征差异中的应用 

13:50-14:10 33-O-050 吴 清 房颤患者治疗决策信息加工、决策参与偏好和决策冲突

的关系研究 

14:10-14:30 33-O-051 艾丽欣 时间压力对表现准确性运动任务中注意定向和注意脱离

的影响 

14:30-14:50 33-O-052 黄建平 静息态功能连接预测虚拟购物下色味一致性效应 

14:50-15:10 33-O-053 程凯琳 心中之霾：匿名性在雾霾影响不道德行为中的作用 

15:10-15:30 33-O-054 陈 卓 婚姻关系中夫妻间手机冷落行为的传递效应 

15:30-15:50 33-O-055 赵思琦 冷漠无情特质与青少年外化行为问题的影响：道德推脱

与情绪觉察的多重中介作用 

15:50-16:10 33-O-056 张文墨 军人职业适应力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分析 

16:10-16:30 33-O-057 刘伟超 情报学与认知心理学的碰撞和交融 ——认知情报学的产

生与发展趋势探微 

16:30-16:50 33-O-058 刘伟超 新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美军网络心理战思想及方法探析 

16:50-17:10 33-O-059 黄元娜 结果维度差异与概率/时间/空间维度差异的比较：对风险

/跨期/空间决策的连贯解 

17:10-17:30 33-O-060 徐 暾 相对剥夺感对社区矫正人员人身危险性的影响： 消极应

对方式和自尊的不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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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分组口头报告  

大会分组口头报告共计 84场，441个报告，将于 10 月 20日（周日）上

午 8:00-12:10分两个时间段进行（8:30-10:00, 10:10-12:10），地点在恕园 9至

14 号楼内各分会场。 

每个口头报告共 20 分钟，其中报告 15 分钟，提问与讨论 5 分钟，请相

关主持人根据每场的实际情况适度调整每个报告的时间。 
 

（专委会专题报告是以各个专委会的成立时间先后为序依次排列）：  
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 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生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法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 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工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老年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护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语言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网络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心理学脑成像专业委员会 音乐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眼动心理研究专业委员会 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 

脑电相关技术专业委员会 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 

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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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教师心理 

时间：2019-10-20 08:00-09:4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102 

主持人：孙炳海 连榕             志愿者：沈宇星 15105737729  阿里米热 13999687953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1-O-001 李西营 工作因素、家庭因素对教师职业倦怠的影响：付出-回报

失衡的中介作用 

08:20-08:40 01-O-002 臧 宁 初中教师主观感知到的工作压力与客观承担的工作负荷

对其职业倦怠感的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08:40-09:00 01-O-003 赵智茵 心理契约对中学教师离职倾向的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中

介作用 

09:00-09:20 01-O-004 崔冠宇 大学生感知到的教师热情在教师报告的热情和学生课堂

无聊间的中介作用：一个多水平分析 

09:20-09:40 01-O-005 王胜男 教师期望的稳定性与变化轨迹：学生成就水平作为调节

变量 

 

 

“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数学学习与推理 

时间：2019-10-20 08:00-09:4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201 

主持人：张奇 张锦坤             志愿者：蔡果恬 15990079478  史少佳 17816612506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1-O-006 杨天卉 母亲数学焦虑对小学儿童数学焦虑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 

08:20-08:40 01-O-007 张姝佳 不同成就目标定向的无意识激活和追求 

08:40-09:00 01-O-008 李雅爽 数学学习困难学生的视觉空间工作记忆特点研究 

09:00-09:20 01-O-009 赵晓萌 父母教育卷入与儿童数学焦虑的关系：数学态度的中介

作用 

09:20-09:40 01-O-010 马淑风 合作推理讨论对中学生同伴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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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3：学习心理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202 

主持人：王福兴 龚少英 志愿者：操静娟 17816607881  苏春桦 17816615105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1-O-011 赵婷婷 眼动样例对多媒体学习的影响：呈现步调与学习者经验

的调节作用 

08:20-08:40 01-O-012 张 娜 PISA2015 科学素养优异学生特点比较 ——基于

PISA2015 中国四省市、美国和日本学生的数据 

08:40-09:00 01-O-013 邢慧琳 父母社会比较对青少年学业社会比较、学业自我效能感

及学业拖延的影响：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09:00-09:20 01-O-014 李增艳 提取练习能够促进程序性知识的学习吗？ ——基于有提

示提取的检验 

09:20-09:40 01-O-015 李 珍 青少年在线分级阅读测验的地域项目功能差异研究 

09:40-10:00 01-O-016 王燕青 分段能促进学习吗？——多媒体学习中的分段策略 

 

 

“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4：情绪与行为发展 

时间：2019-10-20 10:10-11:3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102 

主持人：姜英杰 吴国来             志愿者：沈宇星 15105737729  阿里米热 13999687953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1-O-017 夏云川 二胎家庭中母亲婚姻满意度对 4~6 岁头胎儿童合作行为

的影响:父亲协同教养的中介作用 

10:30-10:50 01-O-018 郑 爽 志愿者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潜在类别及其对志愿行为的

影响： 量化和质性的混合研究 

10:50-11:10 01-O-019 李永艳 ADHD 儿童考试焦虑与学业水平的关系：情绪控制的中

介作用 

11:10-11:30 01-O-020 鲍礼宙 互惠类型与助人价值对大班幼儿助人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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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5：学生心理健康 

时间：2019-10-20 10:10-11:5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201 

主持人：陈秋燕 戴艳             志愿者：蔡果恬 15990079478  史少佳 17816612506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1-O-021 王靖民 儿童父母拒绝与同伴拒绝的关系： 问题行为的中介作用

和家庭环境纷杂度的调节作用 

10:30-10:50 01-O-022 侯金芹 欺凌侵害对抑郁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10:50-11:10 01-O-023 牛 娟 中学生心理素质、主观社会地位与抑郁的关系及其变化

发展模式 

11:10-11:30 01-O-024 黄佳佳 高中新生心理韧性与其抑郁变化轨迹的关系： 基于潜变

量增长模型的分析 

11:30-11:50 01-O-025 赵梦婷 负性生活事件对中职生网络成瘾的影响：心理复原力与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作用 

 

 

“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6：语言认知与创造性 

时间：2019-10-20 10:10-11:5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202 

主持人：王瑞明 李西营             志愿者：操静娟 17816607881  苏春桦 17816615105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1-O-026 卢克龙 团体交流模式对团体创造过程的影响及其背后的脑际神

经互动表现 

10:30-10:50 01-O-027 王会会 呈现时间对不同认知灵活性高中生语言转换的影响 ——
一项 ERP 研究 

10:50-11:10 01-O-028 高桢妮 基于小脑功能连接探索创造性思维的神经基础 

11:10-11:30 01-O-029 赵晨露 二语语义偏好的内隐学习及其优势效应研究 

11:30-11:50 01-O-030 张 萌 主角大小和主线索 3-6 岁自闭症儿童绘本阅读视觉偏好

的影响—来自眼动研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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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儿童青少年发展：基因研究的视角 

时间：2019-10-20 08:00-09:2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2 

主持人：冯廷勇             志愿者：梁雨萱 17376594908  张厶予 17816615169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2-O-001 林小楠 多巴胺系统基因与同伴关系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一项

多基因研究 

08:20-08:40 02-O-002 李 曦 父母教养与亲社会行为：共情的中介作用及 OXTR 基因

的调节作用 

08:40-09:00 02-O-003 曹衍淼 BDNF 基因、同伴拒绝与青少年早期抑郁：基因×环境的

年龄差异 

09:00-09:20 02-O-004 张悦文 COMT 基因 rs4680 多态性与家庭亲密性的交互作用对学

前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儿童期的社会交往与社会适应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4 

主持人：莫秀锋             志愿者：林恒竹 17816131779  张一凡 15257002565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2-O-005 丁雪辰 伤心，害怕还是被拒？儿童社交回避行为的成因研究 

08:20-08:40 02-O-006 王英杰 母亲亲职压力与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母亲参与和

教养效能感的多重中介作用 

08:40-09:00 02-O-007 刘晓洁 家庭功能对幼儿社会适应的影响：幼儿社交焦虑的中介

作用 一项纵向研究 

09:00-09:20 02-O-008 李欣琪 儿童社交偏好与社会技能：母亲教养方式的调节作用 

09:20-09:40 02-O-009 邵梦灵 3-5 岁幼儿对不同批评方式反应模式的研究 

09:40-10:00 02-O-010 王 晶 幼儿利他谎行为的发展研究——心理理论和移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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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3：儿童青少年的同伴侵害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5 

主持人：纪林芹              志愿者：黄成利 15715791960  吴一凡 18357709087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2-O-011 王 凯 校园排斥对初中生内外化问题的影响：一个链式中介模

型 

08:20-08:40 02-O-012 王 媛 青少年的受虐经历与不同类型攻击行为的纵向关系： 一
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08:40-09:00 02-O-013 陈嘉仪 欺负和受欺负与同伴地位的关系和性别比较：一项交叉

滞后研究 

09:00-09:20 02-O-014 王 璇 受欺负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悲伤、愤怒反刍的中介作用 

09:20-09:40 02-O-015 刘祖志 校园排斥对初中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 冷酷无情特质

和领悟社会支持的作用 

09:40-10:00 02-O-016 张 蒙 童年期至青少年期攻击与同伴侵害共发的稳定性和变化

性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4：家庭与儿童情绪发展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7 

主持人：王美芳              志愿者：葛秋 13989496859   王瑀彤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2-O-017 黄元元 父母教养的交叉效应及其在儿童抑郁影响下的体现： 一
个发展的级联模型 

08:20-08:40 02-O-018 王萌孟 焦虑的代际传递：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 

08:40-09:00 02-O-019 张清瑶 父母焦虑、父母控制与儿童焦虑的关系及性别差异 

09:00-09:20 02-O-020 朱宇宁 反应性抚养方式在母亲移情与婴儿移情关系中的中介作

用 

09:20-09:40 02-O-021 安 莹 童年期心理虐待对负性情绪记忆定向遗忘的影响 

09:40-10:00 02-O-022 周含芳 家庭情绪表达对中学生网络欺负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

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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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5： 

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家庭与个体因素的影响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9 

主持人：唐丹              志愿者：顾天慧 15189750737  王宥惜 18628596393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2-O-023 李 妍 父母养育压力、正念教养与亲子关系的关系：基于主客

体互倚模型 

08:20-08:40 02-O-024 袁明羽 青少年同伴关系不利与意志控制的纵向联系 

08:40-09:00 02-O-025 程媛媛 公益行为对青少年实现论幸福感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

与个人成长主动性的多重中介作用 

09:00-09:20 02-O-026 张榕岩 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生亲社会行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09:20-09:40 02-O-027 查雨竹 状态性与特质性自我控制对青少年贿赂意图的影响 

09:40-10:00 02-O-028 邵婷婷 父母手机依赖和家庭手机使用规则对儿童手机依赖的影

响： 技术干扰的中介作用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6：婴幼儿的学习与认知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2 

主持人：徐芬              志愿者：梁雨萱 17376594908  张厶予 17816615169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2-O-029 高春颍 触还是看？触屏媒体对幼儿学习的影响 

10:30-10:50 02-O-030 苏 春 他族面孔接触对婴儿面孔种族类别知觉和社会学习的影

响 

10:50-11:10 02-O-031 邓 倩 近似数量表征系统对 4-5 岁幼儿数感的影响：数轴估计

的中介作用 

11:10-11:30 02-O-032 代海芳 户外自然体验对学前儿童创造力的影响 

11:30-11:50 02-O-033 崔 莹 婴幼儿语言发展：婴儿气质与母亲敏感性的作用 

11:50-12:10 02-O-034 刘格格 迁移还是泛化？4-6 岁幼儿对反直觉事件信念修正的内在

机制 

 

  

76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7：儿童期的认知发展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4 

主持人：张丽锦              志愿者：林恒竹 17816131779  张一凡 15257002565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2-O-035 童 钰 别吃它！幼儿基于卡通形象和真人陈词的食物拒绝 

10:30-10:50 02-O-036 杨晓梦 空间邻近对儿童图文整合的影响：来自眼动的证据 

10:50-11:10 02-O-037 相慧杰 3~8 岁儿童理解肢体交际意图的年龄发展特征 

11:10-11:30 02-O-038 王雪珂 情绪理解与言语能力之间存在的“单通道”发展模式 

11:30-11:50 02-O-039 张 鑫 婴幼儿夜间睡眠与动作发展之间的关系：一项追踪研究 

11:50-12:10 02-O-040 刘天强 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大脑灰质网络缺陷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8：儿童青少年的学业发展与适应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5 

主持人：孙岩              志愿者：黄成利 15715791960  吴一凡 18357709087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2-O-041 张 鹏 独生子女的工作记忆和学业成就优势 

10:30-10:50 02-O-042 陈雪明 自我教育期望、数学自我效能感对儿童数学成就的影

响：数学工具性动机、数学焦虑的中介作用 

10:50-11:10 02-O-043 陈嘉慧 小学生希望和学业成就的纵向关系：行为投入的中介作

用 

11:10-11:30 02-O-044 李妍君 儿童数量表征能力与早期数学能力的关系——追踪研究

的视角 

11:30-11:50 02-O-045 刘思辰 社会行为与学业成就对同伴地位的影响：师生关系的中

介作用 

11:50-12:10 02-O-046 陈雨露 小学生日常睡眠质量与学业成绩：年龄越大，关系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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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9： 

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学校与同伴因素的影响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7 

主持人：周丽清              志愿者：葛秋 13989496859   王瑀彤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2-O-047 郭明宇 学校资源与青少年幸福感的发展：意向性自我调节的纵

向中介作用 

10:30-10:50 02-O-048 张云运 个体、圈子的学业和行为特征对青少年师生互动的影响 

10:50-11:10 02-O-049 王 玥 校内外课业负担对中学生发展水平的影响 ——家庭社会

经济地位的双重效应 

11:10-11:30 02-O-050 林 琳 冲动性特质与学业成绩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一项

交叉滞后分析 

11:30-11:50 02-O-051 聂清清 儿童中期到晚期生活满意度的发展轨迹：环境因素与人

格因素 

11:50-12:10 02-O-052 黄梦真 友谊质量差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及

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0：大学生与成人发展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209 

主持人：王大华              志愿者：顾天慧 15189750737  王宥惜 18628596393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2-O-053 曹贤才 情节模拟对伴侣反应性及依恋安全感的影响 

10:30-10:50 02-O-054 刘炳钰 矛盾性别歧视和伴侣关系满意度：基于行动者-同伴依赖

模型 

10:50-11:10 02-O-055 Outong 自我控制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意志力的中介效应与心

理韧性的调节效应 

11:10-11:30 02-O-056 梁钰炫 自我控制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实证证据 

11:30-11:50 02-O-057 赵冬梅 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宿舍人际关系

作用的多层分析 

11:50-12:10 02-O-058 黄昌英 被忽视感和大学生心理疏离感的关系：反刍思维和友谊

质量的作用 

  

78 



 

 

 “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时间：2019-10-20 08:00-09:4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302 

主持人：阎书昌              志愿者：林彦汝 13386525155  张紫微 17799853600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3-O-001 苏佳佳 中国神话中的具身心理学思想探索 

08:20-08:40 03-O-002 钟 雪 第二代认知科学对传统机能主义的继承与超越 

08:40-09:00 03-O-003 阎书昌 《教务杂志》与中国近代心理学 

09:00-09:20 03-O-004 夏秀娟 心身关系论对身心健康问题的影响探析 

09:20-09:40 03-O-005 赵 蒙 当前情绪心理学研究的三个焦点问题及其理论价值 

 

 

“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107 

主持人：方方              志愿者：姜媛媛 18999538188 许乐雯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4-O-001 王慧媛 意义关联的注意定向效应：基于空间位置的抑制和捕获 

08:20-08:40 04-O-002 陈立翰 跨通道捕获：范式、知觉组织和模型 

08:40-09:00 04-O-003 宋方兴 客体注意在奖赏和非奖赏客体上的不同分配模式 

09:00-09:20 04-O-004 赵 松 Electrophysiological time course of the representation-based 
cross-modal boost on the attentional blink 

09:20-09:40 04-O-005 康冠兰 何时停止搜索：奖赏情境下的视觉搜索 

09:40-10:00 04-O-006 蔡旻旻 手机信息错失对注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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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109 

主持人：刘强              志愿者：凯热麦 15355087100  杨鑫晨 15355463722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4-O-007 赵辰圆 他人的注视方向如何影响你的记忆？ ——一项 ERP 研究 

08:20-08:40 04-O-008 梁紫平 老年人整体运动知觉效率降低的认知机制 

08:40-09:00 04-O-009 刘媛媛 观察者及其与个体的亲密关系对后悔情绪的影响 

09:00-09:20 04-O-010 李才文 刺激的威胁性对靠近运动速度知觉的影响 

09:20-09:40 04-O-011 潘 莉 和谐价值观对时序知觉的影响 

09:40-10:00 04-O-012 田伟娟 道德概念垂直空间隐喻的相对性：来自行为和 ERP 的证

据 

 

 

“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3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305 

主持人：王勇慧              志愿者：华乐源 18857106399  吴琰励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4-O-013 于昕洋 N400 的重测信度研究 

08:20-08:40 04-O-014 王晓文 汉语单音节语境下元音影响塞音识别的机制探讨 

08:40-09:00 04-O-015 高亚茹 语义关系对不同数学焦虑水平个体应用题解决的影响：

ERP 证据 

09:00-09:20 04-O-016 李小换 词序的颠倒能够损害复合词对的高联结性 

09:20-09:40 04-O-017 冼美君 学习条件和样例相似性对类别学习元认知监控的影响 

09:40-10:00 04-O-018 姜英杰 知觉流畅性如何影响学习判断：直接的还是分析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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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4 

时间：2019-10-20 10:10-11:5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107 

主持人：郭秀艳              志愿者：姜媛媛 18999538188 许乐雯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4-O-019 张 环 真实互动条件下选择性提取的神经机制 

10:30-10:50 04-O-020 赵文博 记忆编码强度对字体大小效应的影响 

10:50-11:10 04-O-021 安献丽 miR-144 调控恐惧记忆习得的机制研究 

11:10-11:30 04-O-022 邵旭浩 测试效应：利用回忆测试提升真实再认并降低错误再认

的持续效果 

11:30-11:50 04-O-023 乔 燕 情节记忆与创造力：情境建构促进创造性想法产生 

 

 

“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5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109 

主持人：张明              志愿者：凯热麦 15355087100  杨鑫晨 15355463722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4-O-024 叶 倩 内隐疼痛恐惧的评估及其神经机制 

10:30-10:50 04-O-025 张馨月 外显空间或数值加工对空间-数字联结的影响 

10:50-11:10 04-O-026 雷 扬 内隐与外显时间加工的资源竞争：两者是否共享脉冲累

积机制？ 

11:10-11:30 04-O-027 谭 然 心智游移的研究方法改进 

11:30-11:50 04-O-028 於文苑 抓握与使用动作在可操作物体无意识加工中的不同作用 

11:50-12:10 04-O-029 罗春明 Word- and arrow-based Simon effects emerge for 
eccentrically-presented location words and ar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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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6 

时间：2019-10-20 10:10-11:5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302 

主持人：李新宇              志愿者：林彦汝 13386525155  张紫微 17799853600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4-O-030 王丽君 察觉到错误与否影响错误后调整方式 

10:30-10:50 04-O-031 王雨莹 动态呈现刺激的时空同步连续性编码及其分解 

10:50-11:10 04-O-032 楚 翘 乳腺癌经历后的心理成长： 以乳腺癌知识普及和社会心

理支持相结合的干预试验研究 

11:10-11:30 04-O-033 张一凡 自闭症儿童的生物运动知觉缺陷：基于深度和方向旋转

的生物运动知觉研究 

11:30-11:50 04-O-034 严世振 面孔生命性知觉的神经机制——基于事件相关电位的研

究 

 

 

“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7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305 

主持人：陈安涛              志愿者：华乐源 18857106399  吴琰励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4-O-035 程 颖 不同注意定势条件下空间和客体工作记忆对返回抑制的

影响 

10:30-10:50 04-O-036 范玲霞 多个任务无关的视觉工作记忆表征对注意的同时引导效

应 

10:50-11:10 04-O-037 陈相霖 现实场景空间规律对客体视觉工作记忆的影响 

11:10-11:30 04-O-038 蔡文淑 基于物体的注意：工作记忆中物体表征的作用 

11:30-11:50 04-O-039 荣亚朝 梭状回在客体信息工作记忆加工中的作用：一项 fMRI 研
究 

11:50-12:10 04-O-040 王琼宇 价值驱动的跨通道注意：知觉负载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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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 

时间：2019-10-20 08:00-09:40              地点：恕园 9 号楼 102 

主持人：张金凤              志愿者：孔庆祖 17816612601  余雯婷 15355092112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5-O-001 宋 爽 保险行业员工的团体培训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08:20-08:40 05-O-002 宋莉莉 真实性与员工工作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心理资本的中介

作用 

08:40-09:00 05-O-003 张金凤 双职工夫妻的工作过度承诺对自身及配偶抑郁的影响： 
基于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 

09:00-09:20 05-O-004 王胜男 包容性领导的溢出效应：工作家庭关系的中介作用 

09:20-09:40 05-O-005 张靖昊 工作自主性与绩效的关系： 工作投入和工作嵌入的作用

机制 

 

 

“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 

时间：2019-10-20 10:10-11:50              地点：恕园 9 号楼 102 

主持人：陈振玲              志愿者：孔庆祖 17816612601  余雯婷 15355092112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5-O-006 王竞慧 沉浸式姿态显示器设计和参考格式对异常飞行姿态恢复

绩效的影响 

10:30-10:50 05-O-007 王 峰 工作-休闲冲突的损耗效应：来自体验抽样法的证据 

10:50-11:10 05-O-008 杨 安 感知领导情绪管理与员工追随的关联模式研究 

11:10-11:30 05-O-009 李宏伟 不同类型产品中面孔视角提示对购买意愿的影响 ——基

于眼动的证据 

11:30-11:50 05-O-010 陈振玲 空中交通管制员疲劳警觉性测试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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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301 

主持人：潘芳              志愿者：韩乐妍 17799856038  蔚然 18758150297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6-O-001 田伟娟 术前心理疏导对口腔种植患者术后疼痛及满意度的影响 

08:20-08:40 06-O-002 王 瑞 NF-κB-Jmjd3 通过促进大鼠前额叶和海马神经炎症参与 
早年应激致抑郁障碍易感性 

08:40-09:00 06-O-003 于 斌 社会孤立和孤独感对老年认知的影响：基于 CHARLS 数

据的实证分析 

09:00-09:20 06-O-004 刘智妹 Gesell 发育诊断量表对 1568 例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和发

育性语言障碍儿童的应用研究 

09:20-09:40 06-O-005 汪 骏 癌症患者自我同情发展轨迹的识别及其与心理症状的关

系 

09:40-10:00 06-O-006 李玉梅 晚期肺癌患者生命意义的影响因素分析 

 

 

“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301 

主持人：姚树桥              志愿者：韩乐妍 17799856038  蔚然 18758150297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6-O-007 姚树桥 神经质人格的心理社会应激神经反应特征 

10:30-10:50 06-O-008 王 威 EZH2 对不同年龄小鼠慢性不可预知性温和应激致神经炎

症和抑郁样行为的调节作用 

10:50-11:10 06-O-009 王 璇 精神分裂症的生物标记物识别的重新探讨: 基于机器学习

算法针对任务态 fMRI 数据进行诊断分类的元分析 

11:10-11:30 06-O-010 陈沼桦 童年创伤对成年早期抑郁的影响及潜在的中介机制： 一
项四年的追踪调查 

11:30-11:50 06-O-011 李 晖 催乳素通过 ERK5 通路调节神经发生，参与产前应激子

代学习记忆受损 

11:50-12:10 06-O-012 杨晗雪 血清脂蛋白与抑郁状态和认知能力的关系：一项网络分

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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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时间：2019-10-20 10:10-10:3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203 

主持人：姚子琰              志愿者：陈悄悄 13216839092  唐小雅 1338652329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7-O-001 姚子琰 D 型人格与应激心血管的钝化反应:任务参与度的中介作

用 

 

 

“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203 

主持人：张国礼 李京诚              志愿者：马嘉琪 18758884799  孜白兰 18601774263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8-O-001 陈 景 感同身受：对肥胖者体重污名现象的探究 

08:20-08:40 08-O-002 彭 波 不同强度急性抗阻运动对甲基苯丙胺依赖者渴求度、情

绪状态及注意偏向的影响 

08:40-09:00 08-O-003 李京诚 中美《锻炼心理学》教材内容比较 

09:00-09:20 08-O-004 冯展涛 急性锻炼与记忆功能的关系：系统综述（2015-2019） 

09:20-09:40 08-O-005 王俞卜 身体锻炼对消极身体意象的影响机制：一项半年的追踪

研究 

09:40-10:00 08-O-006 张国礼 状态性调节定向与锻炼信息框架的调节匹配对说服效果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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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205 

主持人：张禹 项明强             志愿者：俞昊 19858124066  李涵翛然 1786280459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08-O-007 海玉娟 自我监控手机使用时长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 

08:20-08:40 08-O-008 李 金 八段锦对大学生抑制控制的影响 

08:40-09:00 08-O-009 刘艳艳 线索一致和冲突下散打运动员返回抑制的特点 

09:00-09:20 08-O-010 宋佳美 有氧运动时长影响大学生抑制功能的时间进程 

09:20-09:40 08-O-011 闻嘉宁 空手道训练对大学生自我控制能力的影响 

09:40-10:00 08-O-012 陈 景 自我相关信息对不同工作记忆容量的柔道运动员注意控

制的影响 

 

 

“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3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202 

主持人：郑维琦 迟立忠              志愿者：余潇洋 17376598798  郁佳晨 1737659061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8-O-013 叶钰侨 地图特征和心理旋转对定向越野运动员识图能力的影

响：空间线索提示的作用 

10:30-10:50 08-O-014 李丹阳 恢复性自然环境能够提升运动表现吗？一项元分析 

10:50-11:10 08-O-015 车 翔 性别刻板印象威胁对篮球运球技能学习的影响 

11:10-11:30 08-O-016 李晶晶 帕金森病患者手指敲击任务神经影像学研究的元分析 

11:30-11:50 08-O-017 徐 亮 激光靶训练对残疾人冬季两项运动员射击成绩及竞赛状

态焦虑的影响 

11:50-12:10 08-O-018 董晓晓 足球颠球动作学习过程中的脑灰质体积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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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4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203 

主持人：李四化 毛志雄              志愿者：马嘉琪 18758884799  孜白兰 18601774263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8-O-019 赵 楠 愤怒情绪对大学生运动员攻击行为的影响——道德判断

的调节作用 

10:30-10:50 08-O-020 冯雪童 运动员意志品质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

用 

10:50-11:10 08-O-021 李四化 促进射击运动员心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11:10-11:30 08-O-022 陈贝贝 评价性条件反射对教练员-运动员关系的干预改善 

11:30-11:50 08-O-023 王 冰 中学生体育竞赛状态愤怒的心理机制研究 

11:50-12:10 08-O-024 卜丹冉 中国精英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和求助行为——一项质性研

究 

 

 

“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5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205 

主持人：康冠兰 冯琰              志愿者：俞昊 19858124066  李涵翛然 1786280459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8-O-025 孔繁景 情绪调节策略对不同调节定向运动员风险决策生理反应

的影响 

10:30-10:50 08-O-026 宋新宇 不同注意焦点对羽毛球单打运动员正手吊球的绩效影响 

10:50-11:10 08-O-027 熊 轩 运动干预改善聋哑儿童执行功能的结构协变网络机制研

究 

11:10-11:30 08-O-028 王晓婷 心智游移对羽毛球运动员决策效果的影响-言语工作记忆

容量的调节作用 

11:30-11:50 08-O-029 王 怡 不同任务中执行功能对羽毛球运动员知觉预期的影响 

11:50-12:10 08-O-030 冯 琰 拳击运动员战术决策优势的认知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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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时间：2019-10-20 10:10-10:3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303 

主持人：王国芳              志愿者：马柯宁 17857335130  祖丽皮热古丽 1338650195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09-O-001 王国芳 以认知行为疗法对职务犯负性情绪的干预及其效果评估 

 

 

“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青少年心理健康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306 

主持人：甄瑞              志愿者：李增辉 15556906671  岳娟 17673631016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10-O-001 林嘉元 初中生人格特质对逆反心理的影响——自我概念清晰性

和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08:20-08:40 10-O-002 吴心玥 青少年手机依赖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人际关系的中

介作用 

08:40-09:00 10-O-003 刘诗雨 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初中生情绪稳定性的关系：正念和接

纳的多重中介作用 

09:00-09:20 10-O-004 黄佳丽 流动儿童抗逆力、情绪调节策略对学业自我概念的影

响：一项追踪研究 

09:20-09:40 10-O-005 章玲玲 父母控制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

效应模型 

09:40-10:00 10-O-006 苏 欣 校园排斥对初中生攻击行为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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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大学生心理健康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404 

主持人：宫火良              志愿者：楼如意 19106858455   赵钥琪 1338650300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10-O-007 潘 登 大学生认知方式、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的关系 

10:30-10:50 10-O-008 刘莹莹 积极同伴影响对改善女大学生体像烦恼和社交问题的团

辅干预研究 

10:50-11:10 10-O-009 余嘉欣 金钱报酬对大学生疼痛共情神经反应中种族偏见的影响 

11:10-11:30 10-O-010 张旺信 建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心理扶贫对策研究 

11:30-11:50 10-O-011 曹 毅 大学生特质感恩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价值观的中介作

用 

11:50-12:10 10-O-012 田珍珍 大学生网络社交使用对抑郁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的中

介作用 

 

 

“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3：学校心理问题相关研究 

时间：2019-10-20 10:10-11:5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306 

主持人：甄瑞              志愿者：李增辉 15556906671  岳娟 17673631016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10-O-013 孟维璇 高校教师工作压力与组织承诺的关系：工作倦怠与工作

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10:30-10:50 10-O-014 吴福霜 父母生涯教养行为，亲子生涯一致性与生涯困扰的关

系：以个体为中心的视角 

10:50-11:10 10-O-015 秦金亮 基于不同考试应激强度的血谱分析 

11:10-11:30 10-O-016 吴柔嘉 学业复原力量表中文版的修订 

11:30-11:50 10-O-017 范 越 高考复读生同伴关系与抑郁症状的社会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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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 

时间：2019-10-20 08:00-09:40              地点：恕园 13 号楼 205 

主持人：徐建平              志愿者：骆嘉佳 17376595012  赵玥琪 1338650300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11-O-001 顾灵达 基于游戏行为预测感觉寻求——机器学习的应用 

08:20-08:40 11-O-002 刘 博 基于 PSO-BP 神经网络的民航空乘人员安全绩效建模 —
—兼与 BP 神经网络和多元线性回归对比分析 

08:40-09:00 11-O-003 尤晓慧 反应性-主动性攻击量表在他评与自评情境下的信效度检

验:基于项目反应理论和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 

09:00-09:20 11-O-004 徐建平 发散思维测验人工评分与机器评分比较 

09:20-09:40 11-O-005 冯垚清 即时通讯式情境判断测验与传统形式情境判断测验的比

较 

 

 

“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 

时间：2019-10-20 08:00-09:40              地点：恕园 13 号楼 305 

主持人：方平              志愿者：吕楠楠 17816615090  郑佳欣 13777734329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11-O-006 詹沛达 面向精细化学习追踪的纵向概率态认知诊断模型 

08:20-08:40 11-O-007 宋琼雅 潜变量框架下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整合：方法比较 

08:40-09:00 11-O-008 柯紫筠 量化和解释元分析中结构方程模型参数的研究间异质

性：方法和比较 

09:00-09:20 11-O-009 陈晓静 综合视角下青少年学校幸福感的构念与测量 

09:20-09:40 11-O-010 薛璐璐 教师资格考试命题理念结构及其问卷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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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3 

时间：2019-10-20 10:10-11:50              地点：恕园 13 号楼 205 

主持人：涂冬波              志愿者：骆嘉佳 17376595012  赵玥琪 1338650300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11-O-011 张龙飞 CAT-EI 的开发: 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技术在情绪智力智

能测评中的应用 

10:30-10:50 11-O-012 张龙飞 生活目的测试中文版的心理测量学特征分析：基于验证

性因素分析和项目反应理论 

10:50-11:10 11-O-013 刘怡婷 情绪调节的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开发: CAT-ER 

11:10-11:30 11-O-014 刘 凯 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在进食障碍疾

病检测中的应用 

11:30-11:50 11-O-015 许慧惠 计算机自适应测验在人才测评中的实践与效度验证 

 

 

“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4 

时间：2019-10-20 10:10-11:50              地点：恕园 13 号楼 305 

主持人：张敏强              志愿者：吕楠楠 17816615090  郑佳欣 13777734329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11-O-016 张沥今 贝叶斯结构方程模型及其研究现状 

10:30-10:50 11-O-017 张沥今 Lasso 回归：从解释到预测 

10:50-11:10 11-O-018 郑蝉金 项目反应模型通用贝叶斯参数估计软件的比较研究 

11:10-11:30 11-O-019 黄菲菲 线性 Logistic 测验模型的测验等值研究 

11:30-11:50 11-O-020 刘 颖 单组增长模型在英语测验分数等值中的应用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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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刻板印象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105 

主持人：温芳芳  贾磊              志愿者：邓浦伶 19975370833  汪莺莺 15555499086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12-O-001 董梅梅 广告诉求‒代言人形象刻板印象匹配性对品牌态度的影响 

08:20-08:40 12-O-002 包寒吴

霜 
人如其名，名职匹配？名字独特性预测职业选择与职业

成就 

08:40-09:00 12-O-003 刘甜甜 大与小：聪明和愚蠢分类的知觉模拟 

09:00-09:20 12-O-004 贾 磊 内隐性别刻板印象抑制的前额 theta 频段同步化效应：来

自外在情感西蒙任务的证据 

09:20-09:40 12-O-005 刘 晨 名字性别刻板印象及其对人际评价的影响 

09:40-10:00 12-O-006 崔诣晨 个体信息与类别信息效价冲突的印象控制效应 

 

 

“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分配与合作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107 

主持人：孙倩  王修欣              志愿者：汪秀琴 13868145174  冯龙顺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12-O-007 孙 倩 程序公平影响合作行为：合作预期的中介作用 

08:20-08:40 12-O-008 郝丽侠 观察者-接受者对分配行为的归因偏差： 观点采择的调节

作用 

08:40-09:00 12-O-009 李 红 合作中的人际行为同步 

09:00-09:20 12-O-010 陈雅珏 貌美一尺，德馨一丈：合作与竞争中面孔吸引力与道德

美对选拔决策的影响 

09:20-09:40 12-O-011 孙顺良 无辜受害者范式中的情景特征与不公正感、死亡焦虑和

控制感的关系 

09:40-10:00 12-O-012 王修欣 自我服务性公平偏差：为什么分配者会“心安理得”地做

出不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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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3：人际信任 

时间：2019-10-20 08:00-09:4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303 

主持人：朱文玮  郑智燕              志愿者：黄泽皓 13198018709  谢肖蔚 15355065959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12-O-013 朱文玮 悬在高空心更悬 ——虚拟现实高空具身操作对信任及合

作的影响 

08:20-08:40 12-O-014 韦 晓 共情增强人际信任，促使亲社会行为发生 

08:40-09:00 12-O-015 郑智燕 立字为“信”：契约参与度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09:00-09:20 12-O-016 张皓月 自恋者的社会支持感知对信任行为的影响：自我验证的

中介 

09:20-09:40 12-O-017 何志芳 人际信任的违背与修复：道歉与补偿的作用机制 

 

 

“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4：社会推理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304 

主持人：谢东杰  陈鹤之              志愿者：李月彤 13175117790  郁舒天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12-O-018 张靖昊 道德在人际知觉中的作用：基于动机的个体差异视角 

08:20-08:40 12-O-019 谢东杰 网络匿名环境中社会规范的理解与第三方惩罚的关系 

08:40-09:00 12-O-020 叶含雪 社会分类与类别特征推理中情境线索的优势效应及稳定

性 

09:00-09:20 12-O-021 李梦雅 时间距离与社会距离对再认记忆的影响 

09:20-09:40 12-O-022 陈鹤之 第三方惩罚对旁观者利他行为的影响：社会规范知觉的

中介作用 

09:40-10:00 12-O-023 温芳芳 5 至 6 岁儿童社会分类表征的结构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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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5：利他和侵犯行为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105 

主持人：孟广腾  陈冰              志愿者：邓浦伶 19975370833  汪莺莺 15555499086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12-O-024 王星星 复愈性环境对自我损耗后攻击行为的缓解作用 

10:30-10:50 12-O-025 杨之绪 公正世界信念与亲社会行为：自我和他人的差异与行为

类型的特异性 

10:50-11:10 12-O-026 赖伟鹏 幸福取向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 

11:10-11:30 12-O-027 孟广腾 疼痛共情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11:30-11:50 12-O-028 刘长江 自我损耗对利他的影响：金钱刺激的补偿作用 

11:50-12:10 12-O-029 陈 冰 社会阶层影响攻击行为的认知神经机制 

 

 

“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6：阶层心理 

时间：2019-10-20 10:10-11:3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107 

主持人：安子豪  张志聪              志愿者：汪秀琴 13868145174  冯龙顺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12-O-030 安子豪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自尊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10:30-10:50 12-O-031 茆家焱 低阶层者更信奉阴谋论？——来自补偿性控制理论的解

释 

10:50-11:10 12-O-032 李胜楠 品牌标识颜色的性别隐喻对消费者购买偏好的影响 

11:10-11:30 12-O-033 张志聪 可爱启动与弱势者效应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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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7：社会认知加工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303 

主持人：宋有明 万晓伟              志愿者：黄泽皓 13198018709  谢肖蔚 15355065959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12-O-034 宋有明 高阈下自闭特质个体面孔情绪识别的非典型性 

10:30-10:50 12-O-035 章语奇 绿色对道德语义加工的影响 

10:50-11:10 12-O-036 杜 瑜 共产主义概念词情感特征的认知加工初探 

11:10-11:30 12-O-037 万晓伟 份量标签类型对食物感知和摄食的影响 

11:30-11:50 12-O-038 马敬钞 自主性和宜人性对人感知人工智能的影响 

11:50-12:10 12-O-039 叶钰侨 情侣间的冲突与情感投入的电生理信号：基于 EEG 技术

的证据 

 

 

“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8：文化心理 

时间：2019-10-20 10:10-11:3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304 

主持人：魏子晗 韩柽炀              志愿者：李月彤 13175117790  郁舒天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12-O-040 黄 薇 越智慧越自信：智慧与文化自信的关系研究 

10:30-10:50 12-O-041 彭 程 家长式领导对出勤主义行为的影响：内部人身份感知的

作用 

10:50-11:10 12-O-042 韩柽炀 对嗓音吸引力评判存在东西方文化差异 

11:10-11:30 12-O-043 李 颖 情同一家与泛泛之交的差别——从共有差序角度看中国

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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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9：心理健康 

时间：2019-10-20 10:10-11:3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305 

主持人：王婷  李若璇              志愿者：纪尚晓 17816111637  徐姣 18083585615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12-O-044 王 婷 父母关系取向对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 ---基于批判性思维

的调节中介模型 

10:30-10:50 12-O-045 李若璇 刺激寻求、害羞、孤独与社交媒体使用动机的关系：变

量与个体中心结合的方法 

10:50-11:10 12-O-046 黄秋霞 孤独感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关系：上行社会比较和

错失恐惧的多重中介作用 

11:10-11:30 12-O-047 尤清秀 青少年早期羞怯、负面评价恐惧与社交焦虑的关系：交

叉滞后研究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303 

主持人：江光荣 任志洪              志愿者：马柯宁 17857335130  祖丽皮热古丽 1338650195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13-O-001 郑 悦 家属对于自杀行为报告的准确度研究 

08:20-08:40 13-O-002 包佳敏 遭受校园欺凌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

型 

08:40-09:00 13-O-003 孟祥寒 青年群体过去悔恨与死亡焦虑、死亡态度关系的调查 

09:00-09:20 13-O-004 王东美 中国大陆五十年代的精神疾病与治疗 

09:20-09:40 13-O-005 贺思颖 注意控制量表中文版在我国大学生中的因子结构和实证

效度 

09:40-10:00 13-O-006 张孟鹤 正常人群心理非健康倾向临界值决断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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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305 

主持人：王建平 刘兴华              志愿者：金曜冬 15988789065 杨诗萌 15700079860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13-O-007 刘清衿 慢性应激对注意控制影响的 ERP 证据及 tDCS 干预 

08:20-08:40 13-O-008 贺 淇 正念训练降低心智游移：接纳的重要作用 

08:40-09:00 13-O-009 单海迪 高分裂型强迫特质个体的执行功能表现 

09:00-09:20 13-O-010 甘 俊 强迫症患者自知力受损的神经机制的特异性研究 

09:20-09:40 13-O-011 李瑞芳 医患事件归因中的群际归因偏好及群际接触的减轻效果 

09:40-10:00 13-O-012 汪美玲 注意偏向矫正训练治疗抑郁障碍的长期效应  ——临床随

机双盲对照实验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3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305 

主持人：伍新春 范方              志愿者：金曜冬 15988789065 杨诗萌 15700079860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13-O-013 甄子昂 中学生寄宿与心理危机的关系：同伴问题行为与父母监

管的作用 

10:30-10:50 13-O-014 高宇晗 癌症患者未满足支持性需求的变化及其与心理症状的关

系：一项纵向研究 

10:50-11:10 13-O-015 梁一鸣 中国流动儿童创伤经历的潜在类别分析 

11:10-11:30 13-O-016 陈云祥 青少年社交疏离与物质主义价值观：一项追踪研究 

11:30-11:50 13-O-017 吕碧君 青少年暴雨暴露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积极重新关注与

接受的中介作用 

11:50-12:10 13-O-018 杨西玛 癌症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的共病模式：潜在剖面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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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时间：2019-10-20 10:40-11:4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303 

主持人：冯正直              志愿者：马柯宁 17857335130  祖丽皮热古丽 1338650195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40-11:00 14-O-001 赵后雨 潜艇艇员对长远航中影响生活工作的不利因素主观排序

调查 

11:00-11:20 14-O-002 朱海腾 专权与尚严孰优孰劣？ ——军事单位中双元威权领导的

差异化效果及其中介、调节模式 

11:20-11:40 14-O-003 许 存 国外军事领导与组织心理学研究现状 

 

 

 “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 

时间：2019-10-20 08:00-09:2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206 

主持人：王非              志愿者：潘凤配 15355493433  沈佳华 1995782157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15-O-001 王劭睿 自我损耗对限制性饮食者冲突监控能力的影响：来自任

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的证据 

08:20-08:40 15-O-002 杨 琛 物质主义与网络冲动性购买：心理模拟的调节作用 

08:40-09:00 15-O-003 章 慧 零熟悉度下的人格知觉与关系满意度——即时通信与面

对面的比较 

09:00-09:20 15-O-004 张名琛 青少年未来消极时间洞察力与冒险行为：一个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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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 

时间：2019-10-20 10:10-11:5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206 

主持人：杨波              志愿者：潘凤配 15355493433  沈佳华 1995782157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15-O-005 李新彦 形状-宜人性人格内隐联结研究 

10:30-10:50 15-O-006 周金辉 抑郁易感人格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的中介作用 

10:50-11:10 15-O-007 李树杰 失地农民的进取心和使命感探究 

11:10-11:30 15-O-008 刘 博 主动性人格、社会支持和安全氛围对空乘人员安全绩效

的影响 

11:30-11:50 15-O-009 徐健捷 依存性自尊影响情绪的双面性：自尊的缓冲与促进机制 

 

 

 “工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时间：2019-10-20 08:00-10:20              地点：恕园 9 号楼 202 

主持人：宋晓蕾              志愿者：柯诗琪 17816612800  易佳琦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16-O-001 胡 博 图标的语义性在不同时间压力下对雷达态势界面感知的

影响 

08:20-08:40 16-O-002 张 彤 不同道路宽度下行人对自身过马路所需时间的估计 

08:40-09:00 16-O-003 余 萌 头-躯离解对空间参考框架建立的影响 

09:00-09:20 16-O-004 何楚珺 隐含速度表征与驾驶经验对危险知觉的影响 

09:20-09:40 16-O-005 梁琼丹 路牌信息的可读性对驾驶的影响 

09:40-10:00 16-O-006 李宜倩 不同浸入性条件下显示混杂度和空间记忆策略对导航绩

效的影响 

10:00-10:20 16-O-007 孙 磊 虚拟现实场景下控制显示增益对头控交互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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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风险和社会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103 

主持人：刘萍萍              志愿者：吕心雨 13738143070  郑锦彬 18259690722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17-O-001 陈宇琦 为何最优？感知到的他人评价对最优化决策风格的影响 

08:20-08:40 17-O-002 陈学芳 不确定信息整合对投资决策的影响：信息呈现方式与顺

序的效应 

08:40-09:00 17-O-003 尚雪松 投资与博彩：大众的朴素理论与损失厌恶 

09:00-09:20 17-O-004 张威威 合上答案，我选好了：关闭的动作启动选择闭合 

09:20-09:40 17-O-005 高倩云 群体身份对合作的影响：社会投射的中介作用 

09:40-10:00 17-O-006 刘萍萍 测评助你削弱选项框架效应 

 

 

 “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跨期决策和环保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202 

主持人：沈丝楚              志愿者：余潇洋 17376598798  郁佳晨 1737659061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17-O-007 张 凤 时间分解效应对大学生跨期决策的影响 

08:20-08:40 17-O-008 陆嘉琦 权力变化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08:40-09:00 17-O-009 沈丝楚 表现出什么样的决策偏好可成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的成功者？ 

09:00-09:20 17-O-010 蒋 多 预期理论视角下的环保行为时间配置决策机制研究 

09:20-09:40 17-O-011 陈 璟 疼痛使人“目光短浅”？身心疼痛对跨期选择的影响 

09:40-10:00 17-O-012 陈俊芳 未来取向对环境保护行为和自我保护行为的影响 

 

  

100 



 

 

“决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3：决策认知神经科学 

时间：2019-10-20 10:10-11:5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103 

主持人：刘洪志              志愿者：吕心雨 13738143070  郑锦彬 18259690722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17-O-013 张俊峰 经颅直流电刺激右侧颞顶联合区改变好意图的权重 

10:30-10:50 17-O-014 刘洪志 注意效应：眼动注视可预测基于价值的决策行为 

10:50-11:10 17-O-015 董文珊 焦虑对个体在不确定情境下决策行为的调节作用 

11:10-11:30 17-O-016 徐四华 单次支付和全额支付方式对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及其神

经机制研究 

11:30-11:50 17-O-017 王竞慧 加工方式在不同任务难度和判断依据下对民航乘客逃生

决策的影响 

 

 

“老年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 

时间：2019-10-20 08:00-09:2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101 

主持人：戴艳              志愿者：崔绍宇 15755599599  王罗羽 15857153516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18-O-001 孙 潇 社区老年人日常选择的身体活动类型与认知功能的关系 

08:20-08:40 18-O-002 陈毅琦 轻度认知障碍老人的刺激前 alpha 振荡与反应时的关联减

弱 

08:40-09:00 18-O-003 何 昊 轻度认知障碍老人的认知控制功能减退：基于多数函数

任务的 EEG 研究 

09:00-09:20 18-O-004 王丽萍 老年人心理服务需求问卷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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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 

时间：2019-10-20 10:10-11:5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101 

主持人：张瑞星              志愿者：崔绍宇 15755599599  王罗羽 15857153516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18-O-005 张 荣 老年人婚姻质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基于主客体互倚

模型的探讨 

10:30-10:50 18-O-006 顾超凡 隔代抚养对祖辈社会心理状况的影响 

10:50-11:10 18-O-007 李 莉 居住状态对老漂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亲子关系的作用 —
—以西安市为例 

11:10-11:30 18-O-008 林 瑶 老年人观点采择对自我完整性的影响： 自尊和领悟社会

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 

11:30-11:50 18-O-009 郭    敖 老年人视听整合探析——基于事件相关电位研究 

 

 “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时间：2019-10-20 10:30-10:5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205 

主持人：毕重增              志愿者：黄云洁 17816614557  夏嘉黛 15924010911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30-10:50 19-O-001 马嘉琳 当我们步入老年时，面孔识别的异族效应现象将会消失 

 

 “护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302 

主持人：李小妹 曹枫林              志愿者：潘欣瑶 17816612316  沈诗洁 19906811967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20-O-001 顾芳臣 炎症性肠病患者症状群评估量表的构建及信效度检验 

08:20-08:40 20-O-002 王 颖 护士职业倦怠与感知患者安全等级的相关性研究 

08:40-09:00 20-O-003 郭玉芳 住院癌症患者灵性需求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09:00-09:20 20-O-004 吴雨晨 选择、优化、补偿（SOC）策略在老年慢病患者中的应

用研究进展 

09:20-09:40 20-O-005 杨思兰 基于跨理论模型的干预及动机性访谈对住院 COPD 患者

抑郁情绪的影响 

09:40-10:00 20-O-006 吴 清 房颤患者治疗决策过程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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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0 号楼 302 

主持人：张静平 叶旭春              志愿者：潘欣瑶 17816612316  沈诗洁 19906811967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20-O-007 单格妍 护士长视角下的护士带病工作行为：现状、后果与原因 

10:30-10:50 20-O-008 王秋晨 非精神科护士心理护理技能培训内容需求的质性研究 

10:50-11:10 20-O-009 卢津津 护士积极共情水平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11:10-11:30 20-O-010 刘冬莹 高职护理心理学课程建设探索 

11:30-11:50 20-O-011 李玉梅 SFBT 法对临床护士心理弹性的效果研究 

11:50-12:10 20-O-012 王 琳 结构性授权与专业自主性对长期照护机构护士离职意愿

的影响研究 

 

 

“语言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汉语阅读的心理机制 

时间：2019-10-20 08:00-09:2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304 

主持人：谭秀娟              志愿者：刘琼琼 18367126628  赵磊 15732159887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21-O-001 李 杰 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的视觉注意广度缺陷 --同年龄

与同阅读水平对照组设计 

08:20-08:40 21-O-002 贾丽娜 信息相关度改变大学生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 

08:40-09:00 21-O-003 谭秀娟 动嘴与不动嘴对阅读的影响:基于功能性近红外光学成像

的研究 

09:00-09:20 21-O-004 赵 晶 聋人中文熟练阅读者汉字语音加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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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言语产生和控制加工的心理机制 

时间：2019-10-20 10:10-11:50              地点：恕园 11 号楼 304 

主持人：赵黎明              志愿者：刘琼琼 18367126628  赵磊 15732159887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21-O-005 常 敏 汉语阅读中的预测性效应依赖于有效的副中央凹预视 

10:30-10:50 21-O-006 赵黎明 发展性口吃者朗读过程中的言语计划广度——来自眼音

距的证据 

10:50-11:10 21-O-007 王渊博 语言转换中抑制控制的累积效应 

11:10-11:30 21-O-008 孙培凌 粤普双言书写产生的转换阶段研究 

11:30-11:50 21-O-009 杜梦琳 双模态双语者加工手语词汇时汉语词汇的自动激活 

 

 

 “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时间：2019-10-20 08:00-10:2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205 

主持人：杨波 毕重增              志愿者：黄云洁 17816614557  夏嘉黛 15924010911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22-O-001 谭 颖 人格特质与信任行为：可信度调节人际责任和信任行为

的关系 

08:20-08:40 22-O-002 谭 颖 独立于大五人格：人际自立人格的脑关联研究 

08:40-09:00 22-O-003 吕厚超 中国传统家训对本土社区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09:00-09:20 22-O-004 王予灵 社区和谐的公众观初探 

09:20-09:40 22-O-005 刘海琴 基层社区干部胜任特征初探 

09:40-10:00 22-O-006 杜 刚 中国社区居民的仁爱观研究 

10:00-10:20 22-O-007 李明阳 网络社区中群体关系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虚拟社区感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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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 

时间：2019-10-20 08:00-09:4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403 

主持人：雷雳 孔繁昌              志愿者：何星林 19106857066  吴晴莲 19906810973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23-O-001 张冬静 青少年网络小说阅读对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影响：角色认

同和沉浸感的中介作用 

08:20-08:40 23-O-002 龙 杰 线上“秀恩爱”信息对浏览者消极情绪的影响 

08:40-09:00 23-O-003 任世秀 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的潜在心理结构探究 

09:00-09:20 23-O-004 高崚峰 消极情绪与手机成瘾的关系： 反刍的中介作用与社会支

持的调节作用 

09:20-09:40 23-O-005 张海博 媒体多任务行为对认知控制的影响 

 

 

“网络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404 

主持人：郑显亮 田媛              志愿者：楼如意 19106858455   赵钥琪 1338650300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23-O-006 祁宇轩 大学生社交媒体捐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08:20-08:40 23-O-007 王泽意 社会阶层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网络人际信任与共情

的作用 

08:40-09:00 23-O-008 喻 珏 “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 ——网络时代追星

热背后粉丝的心理动机 

09:00-09:20 23-O-009 崔京月 网易云音乐不同人格用户的网络行为及歌词偏好特征分

析 

09:20-09:40 23-O-010 郝凯灵 工作领域解释水平对网络闲逛的影响：职业目标和职业

延迟满足的中介作用 

09:40-10:00 23-O-011 李 星 MOOCs 环境下的教学交互与学习满意度的关系： 任务

价值和自主调节学习的中介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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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3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403 

主持人：刘爱书 聂衍刚              志愿者：何星林 19106857066  吴晴莲 19906810973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23-O-012 肖曼曼 父母手机成瘾倾向与青少年低头症：家庭亲密度和负性

情绪的多重中介作用 

10:30-10:50 23-O-013 许春艳 父母低头行为降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作用机制 

10:50-11:10 23-O-014 翟苏敏 儿童情绪社会分享与友谊质量的关系： 孤独感的中介作

用与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 

11:10-11:30 23-O-015 谢嘉妍 教师不公平知觉对意大利青少年网络偏差行为的影响：

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11:30-11:50 23-O-016 姜倩云 情绪调节困难与青少年网络欺凌：孤独感与抑郁的中介

模型 

11:50-12:10 23-O-017 张永欣 父母低头行为与儿童手机成瘾的关系：自我损耗理论的

视角 

 

 

“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405 

主持人：袁加锦              志愿者：康思琦 13386519567  杨易航 17376591277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24-O-001 李 红 执行意图对预期焦虑情绪的影响 

08:20-08:40 24-O-002 冯 攀 睡眠剥夺影响恐惧习得的认知神经机制 

08:40-09:00 24-O-003 黄依伦 不同效价的情绪预期影响目标任务认知加工投入 

09:00-09:20 24-O-004 王雪珺 情绪强度对情绪模仿与情绪感染的影响 

09:20-09:40 24-O-005 上官晨

雨 
抑制和产生愤怒代价更大：来自自发面部情绪表达产生

和转换 ERP 研究 

09:40-10:00 24-O-006 张 蕾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情绪词汇注意偏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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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 

时间：2019-10-20 08:00-10:0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406 

主持人：张文海              志愿者：陆柳伶 19906811050  赵艺璇 19858185849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24-O-007 周泽西 负性生活事件对怀旧倾向的影响：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08:20-08:40 24-O-008 张 群 焦虑事件引发过程中自我心理距离对时间和空间心理距

离的影响研究 

08:40-09:00 24-O-009 胡岑楼 考试焦虑个体的认知干扰：自下而上的注意卷入还是自

上而下的认知资源不足？ 

09:00-09:20 24-O-010 付 琳 慢性应激下青少年社会网络与抑郁症状 

09:20-09:40 24-O-011 徐健捷 情感积极的人更幸福：能力与关联感满足的中介作用 

09:40-10:00 24-O-012 张雨婷 状态与特质愉快体验在亚临床抑郁群体中的分离：来自

体验采样研究的证据 

 

 

“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3 

时间：2019-10-20 10:10-12:1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405 

主持人：陈煦海              志愿者：康思琦 13386519567  杨易航 17376591277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24-O-013 王双丽 援疆干部工作压力及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10:30-10:50 24-O-014 李 玮 蒙汉群际间疼痛共情的差异：来自行为和 ERPs 的证据 

10:50-11:10 24-O-015 陈海德 吸烟者尼古丁依赖与戒烟意向的关系：感知戒烟行为控

制和感知戒烟规范的作用 

11:10-11:30 24-O-016 李新伟 感知吸烟威胁与戒烟意向的关系: 消极结果期望的中介作

用与未来取向、情感支持的调节作用 

11:30-11:50 24-O-017 王 姬 空气污染情境中的群体情绪及行为倾向研究 

11:50-12:10 24-O-018 武礼杨 中国大学生的不同自我同情模式及其对心理健康水平的

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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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4 

时间：2019-10-20 10:10-11:5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406 

主持人：聂衍刚              志愿者：陆柳伶 19906811050  赵艺璇 19858185849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24-O-019 赵东方 正念在特质焦虑与思维漫游的关系中的作用：交叉滞后

研究 

10:30-10:50 24-O-020 张玉红 使用全外显子数据综合评估个体心理特质 —— 基于线性

混合模型的分析 

10:50-11:10 24-O-021 刘晓婷 睡眠质量对大学生多领域冒险行为的影响：感觉寻求和

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效应 

11:10-11:30 24-O-022 陈 骁 不同危害对象条件下的吸烟警示信息框架效应 

11:30-11:50 24-O-023 闫永洁 付出-回报失衡对脑结构与静息态脑功能的影响 

 

 

“心理学脑成像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时间：2019-10-20 08:00-10:4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402 

主持人：罗文波              志愿者：金莹莹 19858186722  杨诗友 15204039166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25-O-001 肖雪珍 前注意阶段抽象信息加工中额叶-颞叶网络的功能连接: 
来自穿颅磁刺激—事件相关光学信号的证据 

08:20-08:40 25-O-002 张 蕾 知觉压力的神经机制：来自磁共振成像研究的证据 

08:40-09:00 25-O-003 王 淞 情绪智力中介颞中回灰质体积对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影响 

09:00-09:20 25-O-004 殷丽君 自我欺骗者是否能更好地欺骗他人？ 自我欺骗对心理以

及神经机制的影响 

09:20-09:40 25-O-005 吴 睿 孤独症儿童脑结构与脑功能异常的纵向研究 

09:40-10:00 25-O-006 许川勇 强迫症患者及其一级亲属的目标导向学习系统的脑白质

变化 

10:00-10:20 25-O-007 夏海硕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控制受损的脑网络机制 

10:20-10:40 25-O-008 郝子雨 静息态下抑郁症海马亚区功能连接异常的 fMRI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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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时间：2019-10-20 10:10-11:30              地点：恕园 9 号楼 202 

主持人：蒋存梅              志愿者：柯诗琪 17816612800  易佳琦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26-O-001 甘 雨 音乐学习对初中生认知发展的促进作用 

10:30-10:50 26-O-002 卢寒双 中英流行背景音乐对大学生中英阅读理解的影响 

10:50-11:10 26-O-003 孙 悦 音乐表演焦虑对音乐专业大学生面部情绪识别的影响 

11:10-11:30 26-O-004 方乐乐 音乐训练对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持续影响 

 

 

“眼动心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应用研究中的眼动证据 

时间：2019-10-20 08:00-09:4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403 

主持人：马国杰 臧传丽              志愿者：潘嫒 15068707316  庆天婴 15355092066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27-O-001 王燕青 海洛因戒断者对海洛因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来自眼动

的证据 

08:20-08:40 27-O-002 杨晓梦 瞳孔是心灵的窗口吗？——瞳孔测量在心理学研究中的

应用 

08:40-09:00 27-O-003 张严文 内隐职业性别刻板印象： 基于内隐联想测验和阅读中代

词回指的研究证据 

09:00-09:20 27-O-004 李子昂 可视化食品营养标签对消费者健康判断影响的眼动研究 

09:20-09:40 27-O-005 符 颖 中文阅读中副中央凹预视基线的眼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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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时间：2019-10-20 10:50-11:5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402 

主持人：李继波 罗鸣春              志愿者：金莹莹 19858186722  杨诗友 15204039166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50-11:10 28-O-001 叶莹莹 资深心理咨询师职业选择及维系过程的心理机制——基

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11:10-11:30 28-O-002 曹江雨 研究生导学关系中不合规任务的表现、成因及影响的质

性研究 

11:30-11:50 28-O-003 陈宛玉 生涯希望的内涵、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质性研究 

 

“脑电相关技术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认知的脑电研究 

时间：2019-10-20 10:10-11:3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403 

主持人：买晓琴              志愿者：潘嫒 15068707316  庆天婴 15355092066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29-O-001 孙明泽 语义类别归纳中前提单调性效应的神经振荡特征 

10:30-10:50 29-O-002 刘建邑 躯体表情和动作的自动化加工：来自 vMMN 的证据 

10:50-11:10 29-O-003 苏 楠 视角对记忆忽略效应的调节作用：来自编码阶段 theta 振
荡的证据 

11:10-11:30 29-O-004 王 琳 海马的 γ 震荡和 α 震荡——巡航初期的客体参照系和自

我参照的特异脑电编码研究 

 

 “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1 

时间：2019-10-20 08:00-09:4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405 

主持人：杨林川              志愿者：关懿丹 15395714543  王雨鑫 1776714420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8:00-08:20 30-O-001 柴亚星 道德情绪视角下内疚对道德行为的研究 

08:20-08:40 30-O-002 李 苗 航空领域创伤性事件新闻报道对公众负性情绪的影响： 
认知评估的中介作用 

08:40-09:00 30-O-003 杨林川 社会认同不确定对政府权威合法性的影响：一个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 

09:00-09:20 30-O-004 王秋芳 敬畏感对享乐品和实用品消费决策的影响 

09:20-09:40 30-O-005 刘金蕙 制定化仪式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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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 2 

时间：2019-10-20 10:10-11:50              地点：恕园 14 号楼 405 

主持人：胡耿丹              志愿者：关懿丹 15395714543  王雨鑫 17767144208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10-10:30 30-O-006 杨晓娟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broad group emotional climates on 
residents’ positive social adaptation intention: the mediating 
roles of present social attitudes and future social expectations 

10:30-10:50 30-O-007 胡耿丹 基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大精神卫生观 

10:50-11:10 30-O-008 尹 彬 中国高校海归人才组织文化适应的心理机制探究 

11:10-11:30 30-O-009 韦志中 新时代心理学工作者的跨界思维 

11:30-11:50 30-O-010 夏凌翔 儿童虐待与攻击：敌意归因偏向和愤怒沉浸的中介作用 

 

 

 “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口头报告分场：文化自信的结构与心理机制 

时间：2019-10-20 11:00-12:20              地点：恕园 12 号楼 205 

主持人：毕重增              志愿者：黄云洁 17816614557  夏嘉黛 15924010911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1:00-11:20 31-O-001 闫静茹 亲密关系中的亲密与自由之中美差异 

11:20-11:40 31-O-002 周 婷 文化自信问卷的编制 

11:40-12:00 31-O-003 卫朝选 本质主义对文化自信的多层作用 

12:00-12:20 31-O-004 王 磊 中庸信念对文化自豪的解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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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分组展贴报告  

大会分场展贴报告共 4 场，663 个，地点为行政楼和学术交流中心 A 中

间。 

请展贴报告者按要求在特定时间段将展贴报告贴到规定位置，并在规定的

时间段（详见本手册）守候在展贴报告现场，就报告进行讲解、交流。 

展贴报告请使用无背胶 PP 海报纸，并使用会务组提供的胶带粘贴，请务

必按照现场志愿者指引粘贴海报。 

志愿者：阿孜买提 18550339686   陈    洁 15068568615  陈    静 18782106369   

蔡婷婷 15359974555    赵万兴 15769391783  赵双双 1737659514 
 
 

第一场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2019-10-19 13:00-15:30              地点：行政楼和学术交流中心 A 中间 

请展贴报告人在 13:00 之前，按编号将展贴报告贴在对应编号的展贴板

上，并于报告结束后收走。 

 
“硕士生学术论坛”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00-15:30 32-P-001 黄林辉 父亲拒绝教养方式和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 

13:00-15:30 32-P-002 嵇梦成 灰质体积与冒险性的关系：批判性思维的调节作用 

13:00-15:30 32-P-003 黄滟雁 具身认知的研究综述及应用 

13:00-15:30 32-P-004 闫 晶 军人自杀原因探析及对策研究 

13:00-15:30 32-P-005 丁寒月 儿童学习动机、学习投入与学业成就的关系:情绪的调节

作用 

13:00-15:30 32-P-006 丁寒月 大学生职业动机、应对方式与职业成熟度的关系 

13:00-15:30 32-P-007 宋诗博 越自主，越创新？——中小学教师教学自主性与其教学

创新行为的关系 

13:00-15:30 32-P-008 虞承菲 跨种族个体化同步运动训练对减少儿童内隐和外显种族

偏见的长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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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00-15:30 32-P-009 董亚琦 初中独生子女父母教养方式对锻炼动机的影响:身体自我

效能感的中介效应 

13:00-15:30 32-P-010 刘芷萱 青少年坚毅心理品质的发展现状与特点 

13:00-15:30 32-P-011 沈 倩 前瞻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 

13:00-15:30 32-P-012 段亚杰 难度判断影响定向遗忘加工：语词元定向遗忘的作用机

制 

13:00-15:30 32-P-013 江黛苔 易记即难忘？图片元定向记忆的加工特点 

13:00-15:30 32-P-014 邱 娟 中国人人名、面孔及其配对记忆的研究 

13:00-15:30 32-P-015 郭佩文 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攻击性的关系：同伴关系的中介

作用 

13:00-15:30 32-P-016 元栋娟 浅谈国外校园欺凌对我国的启示 

13:00-15:30 32-P-017 杨 阳 情绪交互作用下抑郁倾向个体的注意偏向：来自眼动的

证据 

13:00-15:30 32-P-018 陈段段 流动儿童自我控制与社会适应的关系：心理韧性的中介

作用 

13:00-15:30 32-P-019 黄亚梅 同伴低头族、抵制效能感和高中生智能手机成瘾的关系 

13:00-15:30 32-P-020 王梦颖 自我损耗与愤怒反刍对大学生运动员攻击行为的影响 

13:00-15:30 32-P-021 耿 璐 竞技运动中红色—攻击性心理意义联结研究 ——以

Stroop 和 IAT 实验范式为视角 

13:00-15:30 32-P-022 欧昱宏 认知冲突加工的情绪启动效应：来自事件相关电位和事

件相关频谱分析的证据 

13:00-15:30 32-P-023 赵 雪 职场精神力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组织承诺的中

介作用和道德认同的调节作用 

13:00-15:30 32-P-024 史东麟 体力活动对认知控制与情景记忆交互作用的影响 

13:00-15:30 32-P-025 吴婧轩 小学儿童叙事连贯性对同伴拒斥的影响：受欺负和攻击

行为的多重中介效应 

13:00-15:30 32-P-026 谢 桐 视觉感觉记忆中基于物体的注意 

13:00-15:30 32-P-027 叶 猛 跨通道情绪信息整合对注意偏向的调节作用 

13:00-15:30 32-P-028 刘芮彤 焦虑情绪处理的脑信号:fMRI 研究的元分析 

13:00-15:30 32-P-029 张楚婕 金钱信仰的问卷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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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00-15:30 32-P-030 张严文 从双因子模型视角看消极教养方式对性少数心理健康的

影响 

13:00-15:30 32-P-031 谢孟哲 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孤独感、自尊的关系 

13:00-15:30 32-P-032 梁丽梅 双目标刺激对注意促进效应的影响 

13:00-15:30 32-P-033 赵晓宇 认知相关基因的生化通路与蛋白质互作网络分析 

13:00-15:30 32-P-034 张诗琪 大学生人际责任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精神智力的中

介作用及情绪感染的调节作用 

13:00-15:30 32-P-035 张诗琪 组织差序氛围对强制性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职场排斥

的中介作用及德行领导的调节作用 

13:00-15:30 32-P-036 郑丽娜 不同疏离感个体对排斥现象的反应 

13:00-15:30 32-P-037 钟振超 歧视和偏见来自何方？外表特征的普遍性对刻板印象和

偏见的影响 

13:00-15:30 32-P-038 梁 俏 社区暴力暴露，结交风险行为同伴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

瘾：父母监管的调节作用 

13:00-15:30 32-P-039 黄晓妍 左键还是右键？从反应选择预测你头脑中的数字 

13:00-15:30 32-P-040 念靖晴 急性应激损害对负性刺激的注意解除：眼动研究 

13:00-15:30 32-P-041 李 海 完美主义视角的抑郁研究综述 

13:00-15:30 32-P-042 李 涵 价值导向学习的认知神经发展机制 

13:00-15:30 32-P-043 陈丹妮 社会比较对合作的影响：一项基于 fNIRS 的超扫描研究 

13:00-15:30 32-P-044 徐 莹 不同决策情境下睡眠限制对合作行为的影响：自我损耗

的中介作用 

13:00-15:30 32-P-045 张 杉 原生家庭父母冲突、夫妻冲突解决模式与婚姻质量的关

系：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的分析 

13:00-15:30 32-P-046 姜路遥 空间注意对阈下情绪启动的影响 

13:00-15:30 32-P-047 袁平平 从常识心理学到激进生成主义 

13:00-15:30 32-P-048 曹秋迪 社会支持、学业自我概念和大学生学习适应的关系：交

叉滞后分析 

13:00-15:30 32-P-049 伍 莉 初中生数学焦虑与数学成绩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 

13:00-15:30 32-P-050 雷 励 消费类型对幸福感的影响：意义感和动机的不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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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00-15:30 32-P-051 李 昱 父亲心理缺位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有调节的

中介效应 

13:00-15:30 32-P-052 闫云帆 内外倾、自我效能感与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 

13:00-15:30 32-P-053 卢 健 角色游戏对一年级儿童课堂学业自立养成的干预研究 

13:00-15:30 32-P-054 魏新益 吸烟相关趋近偏向的时间动态变化：比较吸烟者和非吸

烟者 

13:00-15:30 32-P-055 魏新益 社会支持、压力和抑郁：整合素质-应激和相互作用模型 

13:00-15:30 32-P-056 安 瑞 负性道德情绪对学龄前幼儿说谎行为的影响 

13:00-15:30 32-P-057 向雨岫 颜色对系列位置效应中间部分记忆材料的影响研究 

13:00-15:30 32-P-058 林欣谊 背景音对不同熟悉度词汇记忆的影响 

13:00-15:30 32-P-059 徐祖年 父母情感温暖对留守儿童手机依赖的影响：同伴依恋和

神经质的链式中介作用 

13:00-15:30 32-P-060 王锦文 留守儿童污名化对青少年同伴关系发展的影响 

13:00-15:30 32-P-061 瞿 珏 虚拟场景下物理负荷对身体拥有感的影响 

13:00-15:30 32-P-062 赵培强 大数据时代的心理学未来 

13:00-15:30 32-P-063 黄巧敏 青少年危险行为发展及与个人和家庭因素关系的追踪研

究 

13:00-15:30 32-P-064 刘 敏 抑郁症患者应对方式与人格的关系 

13:00-15:30 32-P-065 金富强 生命、金钱和时间任务下风险决策的年龄差异：思维方

式的调节作用 

13:00-15:30 32-P-066 王歆睿 基于微信社交平台的积极心理学三件好事干预研究：干

预效果的质量分析 

13:00-15:30 32-P-067 姚 奕 “迟钝”还是“谨慎”？老年刻板印象激活的行为效应 

13:00-15:30 32-P-068 肖茜丹 大学生智能手机成瘾与物质主义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 

13:00-15:30 32-P-069 张 茜 初中生感知自主支持的不同来源和自我决定动机的关系

——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视角 

13:00-15:30 32-P-070 冉 硕 语言形成的经济性原则 

13:00-15:30 32-P-071 叶秀敏 分组学习与随机学习下的注意促进效应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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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00-15:30 32-P-072 崔馨月 有钱任性就幸福了吗？物质充裕感、自我控制感与放纵

主义文化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13:00-15:30 32-P-073 聂 露 社会快感缺失中面孔表情分类的知觉加工异常 

13:00-15:30 32-P-074 冯曼妮 外周视野下的汉字加工机制研究 

13:00-15:30 32-P-075 刘梦媛 部队战士体能考核压力源及应对方式的质性研究 

13:00-15:30 32-P-076 何煜倩 睡眠限制与决策领域对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 

13:00-15:30 32-P-077 杨亚琦 中学生学习倦怠与课堂走神的关系——心理韧性的调节

作用 

13:00-15:30 32-P-078 麦伊灵 预后而非诊断标记物：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嗅觉功能的系

统综述和元分析 

13:00-15:30 32-P-079 贺菲菲 职业倦怠与小学教师选择不同策略的关系：愤怒的中介

作用 

13:00-15:30 32-P-080 宁 奇 正念认知训练对大学生心理痛苦感的干预效果研究 

13:00-15:30 32-P-081 郭俊俏 
Teacher Support and Mental Well-being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Negative Emotions and 
Resilience 

13:00-15:30 32-P-082 孟思佳 青少年领悟社会支持对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影

响：孤独感和消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 

13:00-15:30 32-P-083 王昕悦 移动端网游用户体验量表的编制 

13:00-15:30 32-P-084 余洁静 黑暗三联征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心理韧性和负性生活

事件的链式中介作用 

13:00-15:30 32-P-085 陈钰琳 建议类型、建议者信心水平及权利感对建议采纳的影响 

13:00-15:30 32-P-086 李 露 物理位置对空间-数字联合反应编码效应的影响 

13:00-15:30 32-P-087 朱晓雨 沙盘游戏疗法文献综述 

13:00-15:30 32-P-088 郑雨晴 医护人员情绪失范行为现状及其对工作场所暴力的影响

研究 

13:00-15:30 32-P-089 程 萧 自动思维、抑郁和感恩在自杀意念形成中的作用 

13:00-15:30 32-P-090 刘蓝田 大学生校园受欺负经历与网络欺负的关系： 同情与成人

依恋的作用 

13:00-15:30 32-P-091 邹何辉 流动儿童的社会身份认同与其合作行为的关系：链式中

介作用 

13:00-15:30 32-P-092 刘 塽 基于原型研究方法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委屈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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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00-15:30 32-P-093 侯芳艳 中年女性医护人员绝经综合征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心理

弹性的中介作用 

13:00-15:30 32-P-094 林 楠 高中新生心理素质与其入学适应期焦虑变化轨迹的关

系：基于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分析 

13:00-15:30 32-P-095 林 楠 大学生家庭客观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长期择偶标

准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研究 

13:00-15:30 32-P-096 王 虹 自杀意念与抑郁情绪对情绪事件自传体记忆的影响 

13:00-15:30 32-P-097 谷茜星 网络版执行功能量表在大学生中的信度效度检测 

13:00-15:30 32-P-098 刘雨琪 面孔与文字诱发的 N170 的时空差异——一项元分析研

究 

13:00-15:30 32-P-099 王 梦 不同来源社会奖赏影响行为表现的神经机制：一项 ERP
研究 

13:00-15:30 32-P-100 任文玲 网络“云养宠”与正负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13:00-15:30 32-P-101 王梦阳 成人依恋对大学生个体真实性的影响：羞耻感的中介作

用 

13:00-15:30 32-P-102 胡玄一 大学生童年期虐待与特质抑郁：正念的中介作用 

13:00-15:30 32-P-103 索怡宁 情绪表达研究综述 

13:00-15:30 32-P-104 刘长虹 循证心理矫治对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干预研究 

13:00-15:30 32-P-105 刘子涵 新高考背景下地理思维能力的评价研究 

13:00-15:30 32-P-106 桂冬云 “好人是否有好报”对大班幼儿助人行为的影响 

13:00-15:30 32-P-107 尹相文 社会疼痛如何复原：需要-威胁时序模型的解释 

13:00-15:30 32-P-108 郭笑笑 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冲突与问题行为的关系：冲突评价和

亲职化的链式中介作用 

13:00-15:30 32-P-109 贾文霞 学习压力对学业倦怠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13:00-15:30 32-P-110 周欣彤 社会阶层、自我与情感：高阶层因独立我互依我双高而

收获最大积极情感体验？ 

13:00-15:30 32-P-111 唐 立 青少年同伴压力与压力后成长的关系——目的性反刍与

积极应对的链式中介作用 

13:00-15:30 32-P-112 洪 芸 大学生风险偏好对其内隐娱乐冒险态度的影响 

13:00-15:30 32-P-113 许 洁 体感游戏促进儿童执行功能：运动强度和认知参与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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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00-15:30 32-P-114 孔祥伟 自我—他人风险决策的差异-基于社会价值理论的视角 

13:00-15:30 32-P-115 赵敏翔 我国居民的心理安全感与其社会信任水平的关系：一个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13:00-15:30 32-P-116 王媛媛 日间照度认知功效的延续作用 

13:00-15:30 32-P-117 高正端 大学生择业焦虑对注意网络功能的影响： 认知负荷的调

节作用 

13:00-15:30 32-P-118 杨静静 领导风格和调节定向对基层公务员周边绩效的影响 

13:00-15:30 32-P-119 冯斯琪 中文阅读中数词对量词阅读加工时间的影响 

13:00-15:30 32-P-120 张东成 初中生师生关系对学习倦怠的影响：学业求助的中介作

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13:00-15:30 32-P-121 谢肖蔚 情景线索效应的认知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13:00-15:30 32-P-122 笪 惠 中学生师生冲突与学校态度：冲突应对策的中介作用及

其性别差异 

13:00-15:30 32-P-123 刘骅萱 父母酗酒对中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友谊质量的中介作

用 

13:00-15:30 32-P-124 韩 冬 自我-他人延迟选择差异及信息加工机制 

13:00-15:30 32-P-125 马心宇 二孩家庭亲子关系的模式及特点：基于潜在剖面分析 

13:00-15:30 32-P-126 崔 爽 自发数量聚焦对儿童早期算术运算表现的影响： 数学焦

虑的作用 

13:00-15:30 32-P-127 吴晓华 大学生 2 年随访期间心理症状阴性转阳性的风险因素研

究 

13:00-15:30 32-P-128 张 林 遗忘内容对负性信息定向遗忘效应的影响 

13:00-15:30 32-P-129 孙雅晨 脑成像元分析研究述评 

13:00-15:30 32-P-130 梁韵思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与共情相关的静息态功能连接异常 

13:00-15:30 32-P-131 邹 燕 高中新生人格五因素对主观社会地位变化轨迹的影响：

基于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分析 

13:00-15:30 32-P-132 王喆妍 父亲管教和归因方式对幼儿自我控制的影响 

13:00-15:30 32-P-133 盛猷宇 噪音对决策行为的影响：基于描述信息和经验信息的视

角 

13:00-15:30 32-P-134 赵佳旭 早期受虐影响善/恶嫉妒的脑结构生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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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00-15:30 32-P-135 张成秀 初一新生入学适应期抑郁情绪变化与父母教育卷入 和心

理韧性的关系 

13:00-15:30 32-P-136 姜锦霞 肠造口患者术后心理体验质性研究的 Meta 整合 

13:00-15:30 32-P-137 梅兴燕 接纳与承诺疗法对慢性疼痛患者干预效果的 Meta 分析 

13:00-15:30 32-P-138 霍东超 经验因素与车道类型对汽车驾驶员变道决策的影响 

13:00-15:30 32-P-139 李 娟 青少年自恋人格、自尊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3:00-15:30 32-P-140 李清银 嫉妒和潜在精神疾病之间的联系：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和

楔前叶的中介作用 

13:00-15:30 32-P-141 唐佳丽 移动社交网络对大学生交往方式的影响 ——基于扎根理

论的探索性研究 

13:00-15:30 32-P-142 张艺嘉 虚拟现实自然环境有复愈性效果吗？——来自心理和生

理的证据 

13:00-15:30 32-P-143 许云鹏 社会阶层与亲环境行为：基于“遮掩效应”的不同路径 

13:00-15:30 32-P-144 肖兴学 高一新生入学过渡期宜人性对其焦虑变化轨迹的影响： 

13:00-15:30 32-P-145 刘雨婷 2007 至 2017 年中国患者对医生信任水平的变迁：来自

元分析的证据 

13:00-15:30 32-P-146 董 佳 青少年微表情识别能力训练效果的性别二态性 

13:00-15:30 32-P-147 田 雨 不同文化倾向对大学生建议采纳的影响 

13:00-15:30 32-P-148 张 文 小学生心理素质在父母教育卷入与问题行为间的中介作

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效应 

13:00-15:30 32-P-149 张 文 中学生心理素质与学业成绩的关系：良好行为习惯与问

题行为的多重中介作用 

13:00-15:30 32-P-150 沈思彤 童年情感虐待对成年早期心理弹性及其发展的预测：4
年追踪研究 

13:00-15:30 32-P-151 酒艳红 走神是否具有程度之分——来自 ERP 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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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学术论坛”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00-15:30 33-P-001 谢宇格 罗夏墨迹测验在政治心理学领域的应用与展望 

13:00-15:30 33-P-002 员东婷 虚拟现实能给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带来什么？ 

13:00-15:30 33-P-003 高 倩 生态系统视角下运动员压力分类及应对策略分析 

13:00-15:30 33-P-004 邓建军 更多的关心他人、联系他人，就会带来幸福：无我、心

流和主观真实-持续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13:00-15:30 33-P-005 周卓钊 进化机器人仿真模型：一种认知研究的新方法 

13:00-15:30 33-P-006 周卓钊 西方现代哲学内在超越及最终归宿——兼论心理学方法

论蕴涵 

13:00-15:30 33-P-007 周卓钊 康德哲学遗产：新康德主义哲学及其心理学方法论蕴涵 

13:00-15:30 33-P-008 洪幼娟 公正敏感性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上行社会比较和妒忌

的序列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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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2019-10-19 15:40-18:00            地点：行政楼和学术交流中心 A 中间 

请展贴报告人在 15:30 之前，按编号将展贴报告贴在对应编号的展贴板

上，并于报告结束后收走。 

 

“教育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8:00 01-P-001 利振华 父母体罚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同伴侵害的中介与

亲子关系的调节作用 

15:40-18:00 01-P-002 王 岩 教师支持对小学儿童的创新效能感真的很重要？——来

自三年追踪研究的证据 

15:40-18:00 01-P-003 邓秋月 羞怯对小学生学业求助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 

15:40-18:00 01-P-004 朱美侠 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专业承诺对择业效能感的影响：学

习动机的中介作用 

15:40-18:00 01-P-005 毛 毳 高职护生非自杀性自伤与述情障碍共病情况及与父母教

养方式的关系 

15:40-18:00 01-P-006 金 丽 职前教师在情绪动作-词 Stroop 任务加工中的特点:来自

ERPs 的证据 

15:40-18:00 01-P-007 成芳妍 初三学生家庭教育与数学素养的关系研究：基于潜在剖

面分析 

15:40-18:00 01-P-008 刘楚铜 学业负担状况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

作用 

15:40-18:00 01-P-009 郭玉丹 情绪设计与情境反馈对多媒体学习的影响 

15:40-18:00 01-P-010 吴 爽 家庭生态系统视角下犯罪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 

15:40-18:00 01-P-011 张 璐 儿童期心理虐待对青少年网络欺负的影响： 领悟社会支

持的调节作用 

15:40-18:00 01-P-012 王 超 照片笔记对大学生课堂学习的影响 

15:40-18:00 01-P-013 谭琳琳 图片学习中知觉流畅性对元认知监控的影响 

15:40-18:00 01-P-014 王 偲 书写动作流畅性对学习判断的影响 

15:40-18:00 01-P-015 李家玲 高中生兴趣特长潜能和焦虑的关系研究：基于潜在剖面

分析 

15:40-18:00 01-P-016 张 凤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学业成绩：父母学业卷入、主

观社会流动信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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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8:00 01-P-017 袁 雯 家庭 SES、家庭艺术环境、学生的艺术态度和艺术活动

参与：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15:40-18:00 01-P-018 李 静 社会支持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情绪调节策略和亲社会

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 

15:40-18:00 01-P-019 涂灿灿 不同词对关联性下的学习判断中不存在框架效应 

15:40-18:00 01-P-020 王语嫣 城乡结合部进城务工夫妻工作家庭促进对心理健康的影

响： 基于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 

15:40-18:00 01-P-021 黄光梅 大学生怀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

型 

15:40-18:00 01-P-022 李 锐 初中生自伤者的情绪调节内隐特点 

15:40-18:00 01-P-023 赖燕群 新习得词语的整合优势效应 

15:40-18:00 01-P-024 李明苹 自我损耗对乐观偏差影响的实证研究 

15:40-18:00 01-P-025 李 赏 高中生儿童期心理虐待对社交焦虑的影响，一个多重中

介作用模型 

15:40-18:00 01-P-026 王颖超 情绪设计、图文呈现方式对多媒体学习的影响 

15:40-18:00 01-P-027 张洪岩 父母自主支持对高中生未来教育规划的影响 自立人格和

成就目标取向的中介作用 

15:40-18:00 01-P-028 彭小燕 自主欺骗决策过程与结果评价的 ERPs 研究 

15:40-18:00 01-P-029 马云涛 
母亲的情绪对孩子有多重要？ ——探究母亲的情绪表达

对青少年情绪功能、社会交往、问题行为与亲子关系质

量的预测作用 

15:40-18:00 01-P-030 张傲雪 感知到的教师支持、数学自我效能感与小学儿童 数学表

现的双向联系 

15:40-18:00 01-P-031 马叶丹 不同学习策略对大学生英语单词记忆的影响研究 

15:40-18:00 01-P-032 林 瑜 不同节奏的古典音乐以及收听方式对高中生中文阅读理

解影响的眼动研究 

15:40-18:00 01-P-033 常睿生 初中生受欺凌水平发展与学业、自尊和抑郁水平的关系

研究 

15:40-18:00 01-P-034 胡 婷 大学生择偶偏好与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关系 

15:40-18:00 01-P-035 汪海彬 新手—熟手—专家型教师对情绪躯体语言加工的比较 —
—基于眼动的研究 

15:40-18:00 01-P-036 汪海彬 新手—熟手—专家型教师对课堂突发事件加工的比较 —
—基于眼动的研究 

15:40-18:00 01-P-037 周慧敏 小学生数学焦虑对数学成绩的影响——空间工作记忆的

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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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8:00 01-P-038 翁雪玲 基于外显和内隐测验的初中生教育价值观探索 

15:40-18:00 01-P-039 尹桂玲 父母情感温暖对儿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希望

感的中介作用 

15:40-18:00 01-P-040 张晓洁 时间洞察力对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影响 

15:40-18:00 01-P-041 彭 晛 融合积极情感元素的多媒体学习设计——基于眼动实证

研究 

15:40-18:00 01-P-042 魏宇翔 负反馈对大学生任务绩效的促进作用：鼓励和建设性意

见的作用 

15:40-18:00 01-P-043 王康康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宽恕心理的影响 

15:40-18:00 01-P-044 柴彩霞 小学生父母期望与其教养压力的关系：父母教养效能感

的中介作用 

15:40-18:00 01-P-045 张 玮 具身认知训练对小学生创造力的影响 

15:40-18:00 01-P-046 任 屹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流动儿童的学业成就：教育期望、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 

15:40-18:00 01-P-047 张骊凡 中国大学生志愿者的原型分析 

15:40-18:00 01-P-048 韦光彬 资源保存理论视角下社会自我效能感对大学生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一个多重中介模型 

15:40-18:00 01-P-049 陈苏雨 大学生奉献感和移情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 

15:40-18:00 01-P-050 武媛媛 好奇感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基于行为和 ERP 的研究 

15:40-18:00 01-P-051 刘明芳 社会期待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影响的实验研究 

15:40-18:00 01-P-052 王琦平 父母教养方式对高中生宽恕感的影响及其机制 

15:40-18:00 01-P-053 谭玉婷 自然联结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生命意义的调节作用 

15:40-18:00 01-P-054 杨 迪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早期抑郁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15:40-18:00 01-P-055 胡宁宁 精神和物质奖励对留守儿童学习判断的影响 

15:40-18:00 01-P-056 黄佳佳 父母教育卷入与社交焦虑的关系:心理素质与家庭社会经

济地位的中介调节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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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8:00 10-P-001 潘 登 生活事件对大学生攻击性的影响：自尊与自我控制的链

式中介作用 

15:40-18:00 10-P-002 刘学海 睡眠问题与抑郁的关系：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

用 

15:40-18:00 10-P-003 张小丽 暴力电子游戏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 

15:40-18:00 10-P-004 彭 旺 生命意义对高职生拖延行为的影响：手机成瘾倾向和社

交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15:40-18:00 10-P-005 殷 琳 生命意义与心理辛福感的关系研究 

15:40-18:00 10-P-006 王衣景 群体道德情绪对种族共情偏见的影响：一个 ERP 研究

（摘要） 

15:40-18:00 10-P-007 钟梦婷 童年中期到晚期的不同性别儿童的抑郁增长轨迹：在校

基本心理需要的影响 

15:40-18:00 10-P-008 玄哲理 自尊对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认知自主与心理弹性的中

介作用研究 

15:40-18:00 10-P-009 陈 伟 提取消退范式更新原始记忆痕迹的时间动态性 

15:40-18:00 10-P-010 梁梓勤 同伴环境与自我控制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15:40-18:00 10-P-011 戚江丹 初中生自杀意念的现状及网络社交自我效能感、孤独感

的作用 

15:40-18:00 10-P-012 杨亚琦 中学生学习倦怠与课堂走神的关系——网络成瘾的中介

作用 

15:40-18:00 10-P-013 黄大炜 高一新生父母关爱与人生意义的关系 ——感恩和同伴支

持的作用 

15:40-18:00 10-P-014 陈 琳 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认知重评的中介作用及

性别的调节作用 

15:40-18:00 10-P-015 舒 悦 以牙还牙? 校园欺凌中被害类别与加害行为的关系研究 

15:40-18:00 10-P-016 高方昕 大学生手机社交媒体依赖对学习拖延的影响—自我控制

的调节效应 

15:40-18:00 10-P-017 刘嘉琪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师核心自我评价、心理授权、工作家

庭冲突与思维风格的关系研究 

15:40-18:00 10-P-018 谢履羽 留守儿童的受欺负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应对方式的中介

和调节作用 

15:40-18:00 10-P-019 雷林梅 阅读策略与小学生语文阅读成绩的关系：阅读内部动机

的中介作用 

15:40-18:00 10-P-020 申 婷 社会支持对初中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链式中介效应分

析 

15:40-18:00 10-P-021 王 婷 大学生的偶像崇拜与择偶偏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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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8:00 12-P-001 徐明杰 善行也会有黑暗面？志愿活动参与影响个体诚实品质：

现象、心理机制与边界条件 

15:40-18:00 12-P-002 郭亚康 道德认同和共情只促进对无辜 HIV 患者的亲社会行为 

15:40-18:00 12-P-003 王冬霞 道德概念净脏隐喻映射的双向性及其神经机制 

15:40-18:00 12-P-004 RUIMIN 反刻板行为中的女性化补偿： 女性化的补偿启动可以促

进女性的经济表现 

15:40-18:00 12-P-005 李杭州 经颅直流电刺激激活右侧颞顶联合区可以减少道德伪善 

15:40-18:00 12-P-006 包 燕 难分“你我”：文化混搭促进心理融合 

15:40-18:00 12-P-007 李嘉敏 人际沟通过程对他人印象估计的负向偏离效应 

15:40-18:00 12-P-008 张依宁 社会支持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机制：基于追踪数据的

贝叶斯建模 

15:40-18:00 12-P-009 杨 蕊 黑色与攻击性之间的关联：基于面孔加工的研究 

15:40-18:00 12-P-010 成雨聪 你有一个幽默的领导吗？幽默型领导对下属创新绩效的

机制研究 

15:40-18:00 12-P-011 郭玉丹 大众媒体对胖负面身体自我女性身体满意度的影响 

15:40-18:00 12-P-012 王震炎 历史行为信息与近期行为信息对信任判断的影响 

15:40-18:00 12-P-013 蔡琳楠 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心理资本和

共情的多重中介作用 

15:40-18:00 12-P-014 张 璐 自然联结与地方依恋对初中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环境

关心的中介作用 

15:40-18:00 12-P-015 柴亚星 内疚在中学生心理特权与攻击行为中的作用机制 

15:40-18:00 12-P-016 周玉兰 合作情境下红色对吸引力的影响研究 

15:40-18:00 12-P-017 张 思 我更在意她／他对我的评价：评价者性别的影响 

15:40-18:00 12-P-018 王 珺 性别对堕胎态度的影响机制：性开放态度和性别刻板印

象的间接效应 

15:40-18:00 12-P-019 罗 宇 内隐性别学科刻板印象的遗传基础 ——COMT 与 BDNF
基因的作用 

15:40-18:00 12-P-020 赵欢欢 特质性恶意忌妒对腐败行为意向的影响：道德推脱和诚

实-谦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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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8:00 12-P-021 刘传军 答复来邮：感知互动性直接和通过个人卷入与品牌信任

间接促进品牌忠诚 

15:40-18:00 12-P-022 刘文兰 感戴对冒险行为的影响：认知控制的中介作用 

15:40-18:00 12-P-023 程 洁 情感和认知共情对旁观者干预意愿的影响：传统和网络

欺负的研究 

15:40-18:00 12-P-024 王 洁 信息环境对面孔可信性判断的影响 

15:40-18:00 12-P-025 许玉晴 戒断时间对吸毒人员执行功能的影响 

15:40-18:00 12-P-026 刘 辉 自我控制对人际宽恕的影响 

15:40-18:00 12-P-027 贺子昕 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涯规划水平的影响：生涯

适应力和职业使命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15:40-18:00 12-P-028 李 振 “眼白”：人类进行非言语交流的重要线索 

15:40-18:00 12-P-029 田宜朋 睁闭眼状态是否影响处理人际冲突的智慧？ 

15:40-18:00 12-P-030 王应悦 不同个体对内外群体亲社会行为的估计及其差异研究 

15:40-18:00 12-P-031 祝 蕾 社会排斥对强制戒毒者的毒品渴求的影响 

15:40-18:00 12-P-032 李 莹 道德纯洁性隐喻的映射过程及其神经机制 

15:40-18:00 12-P-033 雷雪洁 情绪性声音对直视知觉范围的影响：自我相关性与情绪

调节策略的调节作用 

15:40-18:00 12-P-034 侯雨君 正念冥想训练对大学生学业拖延的影响 

15:40-18:00 12-P-035 闫静茹 社会排斥对社会决策的影响——从网络到现实 

15:40-18:00 12-P-036 廖宗卿 多说有益？成人依恋视角下双向自我表露和亲密信任的

关系探究 

15:40-18:00 12-P-037 谢安琪 社会流动性感知对女性性资本化的影响——被剥夺感的

中介作用 

15:40-18:00 12-P-038 何晓清 成年女犯的攻击性、心理理论和惯用语理解的相关研究 

15:40-18:00 12-P-039 项 珵 科技侵扰对情侣亲密关系满意度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

效应 

15:40-18:00 12-P-040 许小倩 女性求偶动机对其求助类型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 

15:40-18:00 12-P-041 杨文静 金钱启动对助人行为的影响：效用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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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8:00 12-P-042 陈 悦 河南省残疾青少年体育锻炼对其应对方式的影响研究 

15:40-18:00 12-P-043 白晓丽 认知闭合需要与建议框架对建议采纳的影响 

15:40-18:00 12-P-044 李 玟 关系中的“温柔陷阱”：善意性别歧视对男性不忠的影响

及其中介机制 

15:40-18:00 12-P-045 刘 群 生命意义提高亲社会行为的纵向研究：基本心理需求与

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15:40-18:00 12-P-046 岑婉君 文化智力对跨文化适应的影响：思维方式的作用 

15:40-18:00 12-P-047 方 圆 高中生时间管理倾向、应对方式与学习倦怠的关系 

 
“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8:00 13-P-001 于文军 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照顾负担与心理健康的追踪研究 

15:40-18:00 13-P-002 顾瑛琦 正念认知疗法对大学生 ADHD 的临床干预效果研究 

15:40-18:00 13-P-003 张 沁 中学生特质愤怒与抑郁的关系 ——自制力差、消极自我

认知、消极应对方式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15:40-18:00 13-P-004 张方屹 例外提问在社交焦虑大学生认知加工偏向干预中的应用 

15:40-18:00 13-P-005 赖思羽 不只是应对策略：孤独感在青年女性自我毁灭行为中的

独特作用 

15:40-18:00 13-P-006 李俊一 抑郁对颅内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特质正念的调节

效应 

15:40-18:00 13-P-007 王子洁 催产素对恐惧记忆再巩固的作用研究 

15:40-18:00 13-P-008 蒋 敏 倒班实习护士睡眠障碍的变化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15:40-18:00 13-P-009 吴 漾 自杀公众污名问卷的翻译、修订及因子结构 

15:40-18:00 13-P-010 谢 童 认知行为团体治疗对青少年焦虑的干预效果机制研究 

15:40-18:00 13-P-011 谢 童 预期加工与社交焦虑：机制、干预与展望 

15:40-18:00 13-P-012 唐任之慧 我国失独人群支持性哀伤疗愈团体方案设计 

15:40-18:00 13-P-013 许舒玲 地震暴露和童年期创伤经历对抑郁症状影响的追踪研

究：正念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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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8:00 13-P-014 许舒玲 地震暴露和童年期创伤经历对震后十年青少年幸存者正

念能力的影响分析 

15:40-18:00 13-P-015 刘 静 基于 VR 技术的甲基苯丙胺成瘾戒断者的防复吸干预训

练 

15:40-18:00 13-P-016 王 童 倒班实习护士抑郁情绪的发展轨迹及预测因素 

15:40-18:00 13-P-017 吴昭含 认知行为治疗对失眠的疗效：系统回顾和针对联合治疗

的元分析研究 

15:40-18:00 13-P-018 孙若涵 受同伴欺凌与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关系：自我厌恶和心理

痛楚的链式中介效应 

15:40-18:00 13-P-019 吕伯霄 家庭功能对戒毒人员戒毒动机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与

抑郁的中介作用 

15:40-18:00 13-P-020 刘小琳 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困难对限制性饮食者情绪性进食的影

响 

15:40-18:00 13-P-021 徐子君 青少年暴雨暴露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公正与积极重评

的多重中介作用 

15:40-18:00 13-P-022 蔡惠燕 药物成瘾者负性情绪下相关线索反应及其与冲动性的关

系 

15:40-18:00 13-P-023 樊 洁 早年创伤与抑郁快感缺失关系研究 

15:40-18:00 13-P-024 祁海颖 青少年幸存者震后十年自杀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15:40-18:00 13-P-025 吴梦雪 青少年自我中心对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认知融合的中

介作用 

15:40-18:00 13-P-026 张 丽 简化认知行为治疗对广泛性焦虑的多中心对照临床研究 

15:40-18:00 13-P-027 陈 珍 整合心理治疗干预模式对私立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健康

影响的病例对照研究 

15:40-18:00 13-P-028 杨 艳 基于团队合作的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的心理康复技术与成

效评估研究 

15:40-18:00 13-P-029 陈鼎宣 中国倒班工人倒班睡眠障碍流行率及共病：一项大样本

流调研究 

 
“决策心理学组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2019-10-19 15:40-18:00              地点：行政楼和学术交流中心 A 中间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8:00 17-P-001 白 宇 关于决策过程的新计算模型：逆温度调整模型 

15:40-18:00 17-P-002 隋晓阳 冰毒成瘾者的风险决策特征 

15:40-18:00 17-P-003 夏礼胜 焦虑诱发冲动决策的 ERP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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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8:00 17-P-004 罗莎莎 认知闭合需要对社会两难中合作行为的影响 

15:40-18:00 17-P-005 杨玉川 初中生情绪预测偏差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15:40-18:00 17-P-006 林 琳 具身控制感对目标背离行为的影响：基于动态跨期决策

视角 

15:40-18:00 17-P-007 芦 雪 软硬触觉对不确定决策的影响：基于情绪的中介效应 

15:40-18:00 17-P-008 蒲璐萌 思考时间、任务类别对无意识思维效应的影响 

15:40-18:00 17-P-009 崔 璇 面孔吸引力对道德善和道德美的影响 

15:40-18:00 17-P-010 周彦榜 跨期决策偏好反转机制的眼动研究 

15:40-18:00 17-P-011 陈思静 支付 vs. 报复：成本形式与成本数量对第三方惩罚的影

响 

15:40-18:00 17-P-012 盛猷宇 不同情境下损益值和社会地位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15:40-18:00 17-P-013 赖馨雨 得失背景下的公平决策行为——意图的作用 

15:40-18:00 17-P-014 赵 宁 博彩行为动机的探索 

 
“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2019-10-19 15:40-18:00              地点：行政楼和学术交流中心 A 中间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40-18:00 30-P-001 徐明杰 不可预测的童年环境使人更容易腐败？ ———基于生命

史理论的研究构思 

15:40-18:00 30-P-002 曹杏田 留守儿童自尊与性虐待早期预防：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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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场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2019-10-20 07:30-10:00            地点：行政楼和学术交流中心 A 中间 

请展贴报告人在 7:30 之前，按编号将展贴报告贴在对应编号的展贴板上，

并于报告结束后收走。 

 
 “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7:30-10:00 02-P-001 利振华 预先承诺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来自行为和 ERP 的证据 

07:30-10:00 02-P-002 郑沁怡 儿童社交自我知觉与抑郁感的关系：拒绝敏感性的中介

作用与情绪调节能力的调节作用 

07:30-10:00 02-P-003 陈星星 线下线上受欺负与城乡儿童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关系 

07:30-10:00 02-P-004 张 雯 儿童拒绝敏感性与自我知觉的交叉滞后回归分析: 年级的

调节作用 

07:30-10:00 02-P-005 敦晓雯 生命性效应在颜色来源记忆中的表现及其发展 

07:30-10:00 02-P-006 李佳钰 青少年暴力电子游戏接触与攻击行为的关系：道德推脱

的中介作用和父母教养方式的调节效应 

07:30-10:00 02-P-007 康 琪 公正世界信念与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关系：自我控制

的中介作用 

07:30-10:00 02-P-008 杨丹宁 拖延的代际传递：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意志控制的作用 

07:30-10:00 02-P-009 余明秀 专业发展前景与大学生弱势心理的关系：专业认同感的

中介作用 

07:30-10:00 02-P-010 朱颖贤 不良同伴交往、意向性自我调节与初中生网络游戏成

瘾：师生关系的调节作用 

07:30-10:00 02-P-011 刘 影 青少年学业情绪表达策略使用倾向的情境特异性 

07:30-10:00 02-P-012 王协顺 解释典型成年人自闭症特质与内隐心理理论的关系应考

虑执行功能 

07:30-10:00 02-P-013 陈圆圆 父母拒绝对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一个有调节

的中介模型 

07:30-10:00 02-P-014 方 莹 帮助情境中儿童感激和负债感情绪的发展 

07:30-10:00 02-P-015 侯文文 间接互惠情境下儿童基于意图的道德判断和分配行为的

发展：一项跨文化研究 

07:30-10:00 02-P-016 周 楠 学前儿童母亲的喂养类型与体型感知及儿童饮食的关系 

 

130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7:30-10:00 02-P-017 武如云 强化敏感性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情绪调节困难、

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 

07:30-10:00 02-P-018 何 伟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对孩子的情绪教养方式会不同

吗？ ——探究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与父母情绪教

养行为之间的关系 

07:30-10:00 02-P-019 刘小琪 父母元情绪理念与儿童孤独感：亲子亲合的中介效应 

07:30-10:00 02-P-020 王亚丹 网络成瘾者在网络情境下的情绪加工：一项 ERP 研究 

07:30-10:00 02-P-021 余益兵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弹性与希望感的关系：链式中介作用

分析 

07:30-10:00 02-P-022 杜幼红 合作情境对不诚实行为的影响 

07:30-10:00 02-P-023 王 玮 网络素养的概念、影响因素、影响后效和干预策略 

07:30-10:00 02-P-024 王 珺 大学生神经质与生涯适应力的关系：择业自我效能感和

父母职业相关行为的作用 

07:30-10:00 02-P-025 王语嫣 流动儿童孤独感的现状及父母关爱的作用机制 

07:30-10:00 02-P-026 郭 晨 父母物质惩罚对儿童睡眠质量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 

07:30-10:00 02-P-027 彭清蜂 儿童难以接受教师的谎言：权威对儿童谎言评价与判断

的影响 

07:30-10:00 02-P-028 应洁峰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反刍思维和抑郁

的中介作用 

07:30-10:00 02-P-029 田丹丹 父亲工作家庭冲突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婚姻满意度

的中介作用 

07:30-10:00 02-P-030 张思玄 不同特点的社会退缩个体注视情绪面孔的眼动和生理调

节模式的差异 

07:30-10:00 02-P-031 李佳笑 存在汉语流畅阅读困难风险成人的视觉注意广度缺陷及

干预研究 

07:30-10:00 02-P-032 罗莉莉 中文版学前儿童同胞竞争量表(PSRS)的初步修订 

07:30-10:00 02-P-033 丁 菀 对立违抗障碍儿童的快乐与忧伤：多重人际关系的纵向

中介作用 

07:30-10:00 02-P-034 王 瑞 认知偏向矫正训练改善网络游戏成瘾者游戏线索的趋近

偏向 

07:30-10:00 02-P-035 刘佳曦 艾滋病致孤儿童静息态脑电图的 θ 波段振荡和 θ/β 波比

值增加 

07:30-10:00 02-P-036 祝 蕾 社会排斥对网络游戏成瘾者的注意偏向的影响 

07:30-10:00 02-P-037 杨逸群 同伴拒绝、友谊支持和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反压力缓冲

模型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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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7:30-10:00 02-P-038 段昕雨 2-7 岁儿童工作记忆与语言发展：对稳定性及双向关系的

探究 

07:30-10:00 02-P-039 张彩迪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认知训练对工作记忆的影响 

07:30-10:00 02-P-040 王梓璇 过渡期青少年的父母专制型教养方式与同伴侵害的双向

关系 

07:30-10:00 02-P-041 王梓璇 母亲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同伴拒绝：一项追踪研究 

07:30-10:00 02-P-042 吴 琴 初中生歧视知觉的发展及对内外群体合作行为的影响 

07:30-10:00 02-P-043 苏 畅 幼儿关于有/无生命物体分类的发展特征及言语指导对幼

儿分类的影响 

07:30-10:00 02-P-044 邹何辉 初中生感恩的发展特点及其与合作的关系 

07:30-10:00 02-P-045 葛国宏 隔代教养背景下亲子依恋与幼儿心理理论的关系：中介

与调节作用 

07:30-10:00 02-P-046 权思翔 父母情感温暖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公正世界信念和感

恩的链式中介作用 

07:30-10:00 02-P-047 杨心玥 汉语量词促进对新颖物体的分类 

07:30-10:00 02-P-048 张兴瑞 儿童虐待与亲社会行为: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07:30-10:00 02-P-049 乌斯日格 婴儿期父母婚姻质量与共同养育的关系 

07:30-10:00 02-P-050 张利萍 中国婴儿在模糊学习环境中通过跨情境统计快速进行词

汇学习 

07:30-10:00 02-P-051 郭筱琳 父母教育期望发展轨迹和异质性及其性别差异 

07:30-10:00 02-P-052 余素芳 家庭教育对九年级学生身心发展水平的影响：基于潜在

剖面分析 

07:30-10:00 02-P-053 王斯麒 父母婚姻质量对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 父母消极情绪表

达和教养效能感的链式中介 

07:30-10:00 02-P-054 张 宵 中职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关系：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07:30-10:00 02-P-055 田佳敏 自我损耗对风险决策的影响——解释水平的补偿作用 

07:30-10:00 02-P-056 陈柳月 汉语婴儿早期词汇发展及评估 

07:30-10:00 02-P-057 马安然 不同年龄阶段的双语者认知控制的“优势效应” 

07:30-10:00 02-P-058 李倩倩 婴幼儿指示性手势、母亲回应与婴幼儿语言发展之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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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7:30-10:00 02-P-059 姚 爽 父母婚姻质量与其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婴儿气质的调

节作用 

07:30-10:00 02-P-060 郭抗抗 儿童行为抑制到社会性退缩：迷走神经的调节作用 

07:30-10:00 02-P-061 何至滨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风险决策偏好 

07:30-10:00 02-P-062 张东成 亲子依恋、同伴关系对抑郁的影响：检验一个间接效应

模型 

07:30-10:00 02-P-063 苏 娟 比较视觉搜索任务中工作记忆的认知老化研究——来自

眼动的证据 

07:30-10:00 02-P-064 纪聪丽 大学生日常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一个多重中介模型 

07:30-10:00 02-P-065 胡韵倩 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

中介模型 

07:30-10:00 02-P-066 李可涵 成功和失败情境下家长行为如何塑造儿童智力思维模式 

07:30-10:00 02-P-067 丁如一 我国青少年的发展存在地区差异吗？ ——中国城市和农

村留守、非留守青少年社会情绪能力发展状况调查 

07:30-10:00 02-P-068 黄宝珍 儿童自传体记忆的发展特征 

07:30-10:00 02-P-069 覃丽珠 蒙古族小学生对科学家内在形象认识的调查研究 

07:30-10:00 02-P-070 吕秀娜 幼儿对视频和现实联系的理解促进视频词汇学习 

07:30-10:00 02-P-071 杨 颍 儿童在社会判断中的意图与结果 

07:30-10:00 02-P-072 陈思洁 中小学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倦怠的关系: 基于潜在剖

面分析 

07:30-10:00 02-P-073 唐莹莹 亲子依恋与祖孙依恋的一致与不一致对儿童抑郁和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 

07:30-10:00 02-P-074 林小霞 3~8 岁儿童在社会权力不平等情境下分配行为的发展特

点：心理理论的作用 

07:30-10:00 02-P-075 刘 佳 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婚姻质量的关系：伴侣反应性的中介

作用 

07:30-10:00 02-P-076 张星杰 主动性社交网站使用对手机成瘾的影响：下行社会比较

和隐性自恋的序列中介作用 

07:30-10:00 02-P-077 丛 婧 视知觉、精细动作和视动整合能力的发展特点： 对学前

儿童的一项追踪研究 

 
  

133 



 

 

 
 

“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7:30-10:00 05-P-001 于艺凝 你的品牌使用了正确的字母形式吗？品牌名称字母形式

与品牌等级的匹配效应 

07:30-10:00 05-P-002 赵 雪 职场精神力对亲组织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组织承诺的中

介作用 

07:30-10:00 05-P-003 钱 柳 亮光和午睡对认知功能的影响：任务类型的调节作用 

07:30-10:00 05-P-004 李 昊 批判性思维与员工真实性的关系：一个带调节的中介模

型 

07:30-10:00 05-P-005 费国爱 来自不同性别上级的消极工作评价对女性员工职业期待

的影响 

07:30-10:00 05-P-006 温锦鹏 保险销售代理坚毅性人格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工作倦

怠与心理症状的链式中介作用 

07:30-10:00 05-P-007 管钧天 睡眠限制对利他惩罚的影响 

07:30-10:00 05-P-008 徐铱娜 基于性别角色视角探析大学生群体生涯适应力的性别差

异 

07:30-10:00 05-P-009 陈施羽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

分析 

07:30-10:00 05-P-010 汪 超 不同领导力水平大学生风险决策能力的研究 

07:30-10:00 05-P-011 陈文翔 驾驶员与行人交互中的到达时间估计偏差 

07:30-10:00 05-P-012 史博文 睡不着的人更容易以牙还牙——失眠，辱虐管理与反生

产行为 

07:30-10:00 05-P-013 杨忠萍 工作满意度对农村教师工作绩效的影响：社会支持的调

节作用 

07:30-10:00 05-P-014 胡玉婷 礼物类型、关系强度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 

07:30-10:00 05-P-015 申传刚 辱虐管理与知识分享——心理安全与动机氛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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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7:30-10:00 07-P-001 宋 爽 小剂量饮酒影响认知控制策略权衡的 ERP 证据 

07:30-10:00 07-P-002 严万森 网络成瘾者与吸烟成瘾者的特质冲动及认知抑制功能比

较： 结合事件相关电位(ERP)的分析 

07:30-10:00 07-P-003 岳 童 催产素弱化男性共情反应中自我-他人区分能力的 ERP
研究 

07:30-10:00 07-P-004 任巧悦 疼痛图片的启动效应：来自痛觉和听觉的证据 

07:30-10:00 07-P-005 韩志力 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预测精神疾病患者母亲与婴儿交互

模式 

07:30-10:00 07-P-006 叶俊延 自闭症谱系障碍心理时间旅行缺损的元分析 

 
“心理测量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7:30-10:00 11-P-001 何孟欣 心理科普内容特点挖掘：基于 K-means 算法和 LDA 文本

主题模型 

07:30-10:00 11-P-002 顾 鑫 大学生学习倦怠的结构及问卷编制 

07:30-10:00 11-P-003 尹 俐 IRT 框架下不同模型选择对含题组的测验等值的影响 

07:30-10:00 11-P-004 麦裕华 中学理科实验操作考查的评分者效应——来自多面

Rasch 模型的证据 

07:30-10:00 11-P-005 田 雪 职业使命感在中国狱警群体中的信效度检验 

07:30-10:00 11-P-006 田 雪 孤独感量表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的信效度：留守与非留

守学生的比较分析 

07:30-10:00 11-P-007 张谷吟 Gross—John 情绪调节问卷在中国青少年中的信效度检验 

07:30-10:00 11-P-008 张谷吟 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在狱警中的信效度检验 

07:30-10:00 11-P-009 彭 旺 中文版自我批评反刍量表的结构检验：基于两种不同取

向项目反应理论的分析 

07:30-10:00 11-P-010 王 珺 并行中介模型的分析方法 

07:30-10:00 11-P-011 胡 蝶 修订版认知情感正念量表（CAMS-R）的心理测量学特

性分析 

07:30-10:00 11-P-012 马奕帆 决策曲线分析及其在实证数据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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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7:30-10:00 11-P-013 李 瑾 北京版 MoCA 的适用性研究及其简化 

07:30-10:00 11-P-014 林靖凯 生命意义感的自适应测量及其对传统纸笔测量精度的提

升研究 

07:30-10:00 11-P-015 王敬伟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在不同性别大学生中的测量等值性 

07:30-10:00 11-P-016 王 建 留守青少年自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动力思维的调节作

用 ——基于 Ping 单指标双步骤的分析 

07:30-10:00 11-P-017 于玮烨 经典测量理论中信息量的衡量：基于香农熵的信息比率 

07:30-10:00 11-P-018 刘朝霞 一般健康问卷在心理科临床样本中的适用性 

07:30-10:00 11-P-019 孙嘉秀 关系真实性量表中文版的修订及信效度检验 

 
“老年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7:30-10:00 18-P-001 刘海宁 反应抑制对老年人情绪注意加工的影响:来自 Go/no-go 点

探测范式的行为和 ERP 证据 

07:30-10:00 18-P-002 戎辛茹 老年人人际安全感、情绪孤独和生活质量的关系研究 

07:30-10:00 18-P-003 万 艺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确定控制感的影响机制：积极怀旧与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 

07:30-10:00 18-P-004 张 荣 老年人夫妻共情对孤独感的影响 

07:30-10:00 18-P-005 周 欢 老年夫妻共情与婚姻质量的关系研究——基于成对 数据

的分析 

07:30-10:00 18-P-006 周 欢 老年人正念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07:30-10:00 18-P-007 霍丽娟 经颅直流电刺激对老年人情节记忆的影响：一项元分析

研究 

07:30-10:00 18-P-008 尹 菲 深圳市老漂族心理健康研究 

07:30-10:00 18-P-009 杨夕渟 面孔信任度评价对消费者连续决策的影响：老年个体和

大学生个体的比较研究 

07:30-10:00 18-P-010 李 念 老年人的孝道期待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子女的孝顺表

现与批判性思维的作用 

07:30-10:00 18-P-011 王 聪 结构性、功能性社会支持和老年人孤独感的关系：基于

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的地区差异分析。 

07:30-10:00 18-P-012 田 雪 无关言语对汉语老年读者篇章阅读影响的眼动研究 

07:30-10:00 18-P-013 李 悦 汉语老年读者副中央凹预视效益的眼动研究 

07:30-10:00 18-P-014 田昀灵 老年消费者对保健品的内隐和外显态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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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与健康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7:30-10:00 24-P-001 王淏蘭 嫉妒情绪的积极性：对第三方他人的内隐亲社会性——
基于内隐测量法 

07:30-10:00 24-P-002 徐茹茹 正念对戒毒人员毒品渴求的影响:心理弹性和知觉压力的

链式中介作用 

07:30-10:00 24-P-003 王冬霞 环境净脏与自身净脏启动对情绪隐喻表征的影响 

07:30-10:00 24-P-004 贺 淇 接纳特质如何调节日常生活中的负性情绪：来自经验取

样法的证据 

07:30-10:00 24-P-005 范海楠 语句情绪背景及性别对愤怒表情识别的影响 

07:30-10:00 24-P-006 胡 娜 亲密关系中非安全型依恋个体的情绪冲突加工的电生理

特点 

07:30-10:00 24-P-007 王鑫鑫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研究综述 

07:30-10:00 24-P-008 杨青松 家庭收入对留守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社会支持的中

介和调节作用 

07:30-10:00 24-P-009 刘晓霞 注意偏向训练对大学生手机成瘾者注意力的干预效果研

究 

07:30-10:00 24-P-010 郝瑞宁 负性情绪和家庭功能对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自杀意念

的作用：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07:30-10:00 24-P-011 李 芸 环境光照影响个体对情绪刺激的觉察与认知加工 

07:30-10:00 24-P-012 李诗晨 女性乳腺癌患者术后正性情绪水平的提高对其生存质量

的影响 

07:30-10:00 24-P-013 战祥平 大学生抑郁与生活满意度：社会支持和生涯适应力的链

式中介作用 

07:30-10:00 24-P-014 李佳叶 4-6 岁幼儿对宏表情和微表情的识别研究 

07:30-10:00 24-P-015 张傲子 3-6 岁幼儿情绪表达自我觉察的发展研究 

07:30-10:00 24-P-016 王瀚林 青少年特质自我控制对生涯决策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生

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07:30-10:00 24-P-017 蔡玉清 网络视角下父母与子女心理健康的关系 

07:30-10:00 24-P-018 朱敬熹 基于多目标追踪任务的负性情绪注意偏向的眼动分析研

究 

07:30-10:00 24-P-019 吴昭含 学业失败情境中，想象伴侣情绪调节对情绪体验，状态

自尊以及信任感的影响 

07:30-10:00 24-P-020 姚 昭 经验信息影响述情障碍的情绪词加工 

07:30-10:00 24-P-021 温兴盛 情绪智力对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影响：压力知觉的中介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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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7:30-10:00 24-P-022 李 玮 金钱、社会性奖惩条件下个体行为抑制的性别差异研究 

07:30-10:00 24-P-023 管西婷 拟人化广告对吸烟者香烟内隐态度的影响 

07:30-10:00 24-P-024 朱艳丽 社交焦虑青少年解释偏向特点：社交情景中的消极自我

评价 

07:30-10:00 24-P-025 邹吉林 教师压力：理论模型与实践干预 

07:30-10:00 24-P-026 占 斌 负性面孔表情加工的神经机制：一项快速序列呈现范式

的 ERP 研究 

07:30-10:00 24-P-027 张梦茹 主观社会阶层对个体一般健康水平的影响：积极应对的

中介作用 

07:30-10:00 24-P-028 王 婷 中国情绪障碍视频资料库 

 
“心理学脑成像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07:30-10:00 25-P-001 刘依梅 自然阅读的脑网络研究 

07:30-10:00 25-P-002 王梓良 网络游戏成瘾对静息状态下海马的影响：来自多体素模

式分析和动态因果建模的证据 

07:30-10:00 25-P-003 冯子健 多靶点聚焦重复经颅磁刺激对注意相关脑区功能的调节 

07:30-10:00 25-P-004 宋坤儒 基于脑连接组的网络游戏成瘾预测模型 

07:30-10:00 25-P-005 赵 真 网络游戏成瘾个体的皮质体积异常：网络游戏成瘾程度

在孤独感与大脑皮层体积之间的中介作用 

07:30-10:00 25-P-006 黄文昊 视觉搜索任务中探测、定位、辨别过程的神经机制 

07:30-10:00 25-P-007 李 宏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丘脑的结构与功能改变 

07:30-10:00 25-P-008 门 玥 不同合作形式下合报告人的脑成像研究 

07:30-10:00 25-P-009 门 玥 基于 fNIRS 的元认知监测的脑机制研究 

07:30-10:00 25-P-010 李阿倩 左腹侧颞枕皮质前后部在语音通达过程中的功能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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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场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2019-10-20 10:00-12:30            地点：行政楼和学术交流中心 A 中间 

请展贴报告人在 10:00 之前，按编号将展贴报告贴在对应编号的展贴板

上，并于报告结束后收走。 

 

 “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03-P-001 孙逸舒 具身视角下道德概念净脏隐喻的特征，影响因素及未来

展望 

10:00-12:30 03-P-002 柏 洋 认知与行动的心理学进路、启示与意义 

10:00-12:30 03-P-003 孙诗夏 心理健康标准的历史流变与反思 

10:00-12:30 03-P-004 林 桦 实用主义心理学方法论及其流变 

10:00-12:30 03-P-005 彭运石 存在主义心理学方法论及其流变 

 
“普通心理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04-P-001 王淏蘭 消极情绪调节期待对注意瞬脱和注意偏向的影响 

10:00-12:30 04-P-002 姬化禺 执行意图对跨期选择中延迟折扣率的影响 

10:00-12:30 04-P-003 朱荣娟 经颅直流电刺激联合空间工作记忆训练对心理旋转能力

的影响 

10:00-12:30 04-P-004 黄舒玥 视知觉对语言理解的影响 

10:00-12:30 04-P-005 李小飞 认知冲突对学习判断的影响：流畅性与元记忆信念的作

用 

10:00-12:30 04-P-006 张诗雅 奖惩反馈对情绪面孔搜索不对称性的影响 

10:00-12:30 04-P-007 谢流芳 不同性质抑制控制的脑反应：来自行为和脑电的比较 

10:00-12:30 04-P-008 江 婷 负性情绪图片对特质焦虑个体听觉加工的影响 

10:00-12:30 04-P-009 李 想 汉语抽象动作概念加工中的 ACE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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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04-P-010 解鸿宇 眼部情绪的突破抑制效应 

10:00-12:30 04-P-011 罗 熙 亲密社会互动调节疼痛引起的面部温度变化 

10:00-12:30 04-P-012 林无忌 不同情绪诱发方式对记忆的影响 

10:00-12:30 04-P-013 张 杰 关联编码和提取阶段：提取阶段的图片优势效应也存在

于编码阶段 

10:00-12:30 04-P-014 马章竞 大小一致性效应的不对称性和发生阶段：基于鼠标追踪

范式的探索 

10:00-12:30 04-P-015 唐 婷 认知地图对数字阅读效果的影响 

10:00-12:30 04-P-016 郑 茜 任务难度、反馈顺序对初中生决策信心的影响 

10:00-12:30 04-P-017 侯庆辉 核心厌恶对建议采纳的影响 

10:00-12:30 04-P-018 张 泽 顿悟是否需要借助于语言？顿悟理解中的语言加工过程 

10:00-12:30 04-P-019 陈子豪 西蒙任务框架下非空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比例一致性效应

的交互影响 

10:00-12:30 04-P-020 张 玥 眼睛注视方向知觉的空间偏向 

10:00-12:30 04-P-021 贾丽娜 认知差异在错误信息持续影响效应中的作用 

10:00-12:30 04-P-022 刘 迪 不同程度顿悟的神经机制 

10:00-12:30 04-P-023 车 翔 空间注意近手分配优势的来源：近刺激手还是反应手？ 

10:00-12:30 04-P-024 杨国春 声音对面孔性别信息加工的影响 

10:00-12:30 04-P-025 彭宇彬 情绪对无意识工作记忆的影响 

10:00-12:30 04-P-026 于晓琳 听时距保持在工作记忆中的神经表征：控制任务难度 

10:00-12:30 04-P-027 闵 容 时间压力对类比推理内隐加工的影响 

10:00-12:30 04-P-028 苏 玲 小学儿童否定加工中的消极情绪表征 

10:00-12:30 04-P-029 张号博 认知训练能够提升长时记忆提取的效率并迁移到工作记

忆中 

10:00-12:30 04-P-030 尚俊辰 面孔可信度和支配性的无意识加工中性别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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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04-P-031 孙 猛 颜色对字母识别任务的影响：整体/局部加工和注意水平

的调节作用 

10:00-12:30 04-P-032 周思岑 奖赏对时间选择性注意的影响 

10:00-12:30 04-P-033 叶秀敏 分类学习与混合学习下的注意促进效应比较 

10:00-12:30 04-P-034 叶秀敏 目标探测对幼儿在双任务中加工背景信息的影响 

10:00-12:30 04-P-035 国礼羽 温暖对失败感的补偿效应：垂直空间隐喻的视角 

10:00-12:30 04-P-036 季思姚 心理理论对助人意愿的影响：情景建构的作用 

10:00-12:30 04-P-037 赵竹君 任务情境和任务类型对 SNARC 效应和 MARC 效应的影

响 

10:00-12:30 04-P-038 鲍 未 不同记忆负荷条件下个体对威胁刺激的工作记忆表征容

量和精度的研究 

10:00-12:30 04-P-039 刘永健 反馈对三类别信息整合学习的影响 

10:00-12:30 04-P-040 张 柯 互联网使用中内部与外部存储信息的分离：记忆监测的

作用 

10:00-12:30 04-P-041 谭 鑫 重复学习方式对知觉类别学习的影响 

10:00-12:30 04-P-042 吴礼沐 不同数量维度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以时间-空间关系为

例 

10:00-12:30 04-P-043 叶 雯 不可见危险、中性信号引起的警觉效应及其时程特点 

10:00-12:30 04-P-044 林碧霞 解释和描述式类别学习的信息加工机制 

10:00-12:30 04-P-045 廖宗卿 思考时会觉得时间变慢——认知负荷对时间知觉的影响 

10:00-12:30 04-P-046 周家蓉 急性应激对工作记忆抑制不同呈现方式的分心信息的影

响 

10:00-12:30 04-P-047 马安然 虚拟场景下漫步心理数字线：基于贝叶斯统计 

10:00-12:30 04-P-048 任艳娜 外源性单通道空间线索减弱视听整合效应 

10:00-12:30 04-P-049 石欣萌 注视线索对听觉信息加工的影响：面孔表情和被试性别

的调节作用 

10:00-12:30 04-P-050 王金霞 价值驱动注意捕获：时间维度的视角 

10:00-12:30 04-P-051 喻 达 运动周边抑制视野不对称性探究 

10:00-12:30 04-P-052 林惠茹 注意促进效应不受探测刺激与记忆刺激重叠呈现时间的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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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04-P-053 任方圆 任务要求和当前关注对中文阅读中走神的影响 

10:00-12:30 04-P-054 欧阳劲樱 局部生物运动的社会关联性及自闭特征在其中的影响 

10:00-12:30 04-P-055 张雨舟 睡眠对词汇记忆的巩固：先前知识经验的调节作用 

10:00-12:30 04-P-056 王 亚 线索性质影响前瞻记忆加工过程：来自眼动追踪的证据 

10:00-12:30 04-P-057 赵东方 群体面孔表情的效价优势 

10:00-12:30 04-P-058 杨娟华 汉语动宾/偏正歧义结构的加工机制-来自事件相关电位

的证据 

 
 “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06-P-001 任俊威 住院老年心血管慢性病患者医学应对方式及影响因素研

究 

10:00-12:30 06-P-002 戴隆耀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引火汤加味治疗儿童自闭症的分子作

用机制研究 

10:00-12:30 06-P-003 王玲玲 中文版动机与情绪自评量表(MAP-SR)在精神分裂症病人

和社会快感缺失群体中的验证研究 

10:00-12:30 06-P-004 王方敏 丁丙诺啡对甲基苯丙胺自身给药和复吸行为的影响 

10:00-12:30 06-P-005 张 逸 亚麻籽在慢性不可预知性应激大鼠中的抗抑郁作用 

10:00-12:30 06-P-006 李梦雨 大学生心理痛苦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10:00-12:30 06-P-007 张 波 足月妊娠孕妇在双眼竞争中知觉维持时间的研究 

 
 “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08-P-001 李 巍 前额叶活动水平对运动员工作记忆的影响:基于经颅磁刺

激的研究 

10:00-12:30 08-P-002 王 肖 锻炼项目对中老年人心理资本的影响 

10:00-12:30 08-P-003 丁一帆 基本心理需求对运动员运动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有调节

的中介效应 

10:00-12:30 08-P-004 卢京顺 体育价值观对锻炼行为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和体育态

度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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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08-P-005 王晓聪 青少年体育锻炼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状态焦虑的中介作

用 

10:00-12:30 08-P-006 朱 妍 负性情绪和卷入程度对运动员道德判断的影响 

10:00-12:30 08-P-007 祝祥晨 念动训练对乒乓球初学者基本技术的教学效果研究 

10:00-12:30 08-P-008 王淙一 球体速度与网球运动专长对深度运动知觉影响的 ERP 特

征研究 

10:00-12:30 08-P-009 许 娜 基本心理需求满足对运动员流畅状态的影响  ——自我调

节的中介作用 

10:00-12:30 08-P-010 蒲璐萌 腹式呼吸对动态持续性注意的影响 

10:00-12:30 08-P-011 王晓玉 社会支持对青少年运动员人际评价信息注意偏向的影响 

10:00-12:30 08-P-012 倪倩玉 网球大学生运动员工作记忆引导视觉注意选择的机制研

究 

10:00-12:30 08-P-013 王 颖 运动量对创造性问题解决原型启发效应的影响 

10:00-12:30 08-P-014 仲伟倓 大学生体育锻炼与孤独感：社交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10:00-12:30 08-P-015 何 昕 四周减重干预对肥胖个体抑制功能影响的 ERP 研究 

10:00-12:30 08-P-016 郑 超 握持乒乓球拍对空间注意分配的影响 

10:00-12:30 08-P-017 张晓月 正念与体育专业大学生运动竞赛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状态自信心的关系 

10:00-12:30 08-P-018 皮悦慈 沈阳市青少年射击运动员心理问题的研究 

10:00-12:30 08-P-019 杨阿丽 国家冬季两项队运动员的心理监测及个案分析 

10:00-12:30 08-P-020 杨阿丽 主动型人格、自我效能感对锻炼行为的影响：孰轻孰

重？ 

10:00-12:30 08-P-021 秦 琪 后悔情绪对篮球运动员传球决策的影响 

10:00-12:30 08-P-022 秦 琪 运动员压力知觉、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10:00-12:30 08-P-023 颜春辉 社会支持对城市中年人身体活动的影响：运动承诺的中

介作用 

10:00-12:30 08-P-024 陈 悦 郑州市老年人社交回避对其锻炼坚持性的影响：自尊的

中介作用 

10:00-12:30 08-P-025 仰健英 乒乓球运动对中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影响研究 

10:00-12:30 08-P-026 侯俊如 身体活动对成年人自尊的影响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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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09-P-001 朱 兵 男性被告面孔吸引力和可信度对模拟陪审员刑罚判断的

影响-基于不同类型的诈骗案 

 
“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14-P-001 王超贤 内隐自杀意念在自杀逃避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人格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15-P-001 胡 娜 拒绝敏感性与边缘性人格障碍之间的关联：一项元分析 

10:00-12:30 15-P-002 彭婉蓉 不良情绪调节方式中介童年创伤与不安全依恋对边缘性

人格障碍的影响 

10:00-12:30 15-P-003 孙 月 羞怯与大学生宿舍归属感的关系：人际交往能力、偏执

和信任的中介作用 

10:00-12:30 15-P-004 刘春梅 尽责性的投资—积累模型 

10:00-12:30 15-P-005 魏 星 大学生抑郁易感人格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父母教养行为

的调节作用 

10:00-12:30 15-P-006 侯永青 不同类型自恋者对自我相关信息的认知加工偏好 

10:00-12:30 15-P-007 戚江丹 词语的空间位置对时序知觉的影响 

10:00-12:30 15-P-008 王 优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一新生抑郁的影响：黑暗人格和主观

社会地位的中介作用 

10:00-12:30 15-P-009 温兴盛 情绪智力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应对方式的中介

作用 

10:00-12:30 15-P-010 安奕霖 中国人抑郁易感人格与大五人格关系的实证理论分析 —
基于我国大学生样本调查 

10:00-12:30 15-P-011 李继波 人格特质与正念参与度的关系 

10:00-12:30 15-P-012 陆玥琪 社交焦虑大学生对具体他人反思评价的记忆效应 

10:00-12:30 15-P-013 张和云 善良人格对网络助人行为的影响：情境安全性的调节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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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16-P-001 朱荣娟 工作记忆负荷对模拟飞行绩效的影响 

10:00-12:30 16-P-002 王竞慧 无人机飞行姿态显示器设计对异常飞行姿态恢复的影响 

10:00-12:30 16-P-003 历 莹 手势和手机大小对文本输入法用户体验的影响 

10:00-12:30 16-P-004 杨 畅 工作记忆训练对视觉监控的影响：认知风格的调节作用 

10:00-12:30 16-P-005 柳韦任 真实交通场景下行人对车辆到达时间估计中的车型大小

效应 

10:00-12:30 16-P-006 李晓晨 驾驶员非理性信念问卷的编制及其与攻击性驾驶行为的

关系 

 
“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19-P-001 石小轩 探究西班牙大学生孤独感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以应对

策略为中介 

10:00-12:30 19-P-002 马诗浩 民族内隐论对双文化侗族高中生自我构念动态性的影响 

10:00-12:30 19-P-003 张 航 黑白颜色隐喻表征——以蒙古族与汉族为例 

 
“护理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20-P-001 刘晓颖 基于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下社区卫生工报告人对失能老人 
心理评估工具知晓情况的调查 

10:00-12:30 20-P-002 吕高荣 头颈癌术后置气管套管患者病耻感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10:00-12:30 20-P-003 李 莲 动机性访谈对老年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自护能力及生

活方式的影响 

10:00-12:30 20-P-004 曹建琴 社交焦虑障碍大学生对面部刺激视觉加工的早期高度警

觉：一项 ERP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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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21-P-001 陈子豪 具身认知视角下认知风格对动作-句子相容性效应的影响 

10:00-12:30 21-P-002 许梦迪 语义部件对汉字识别的影响：语义连贯性效应 

10:00-12:30 21-P-003 朱思萌 动作动词和名词的神经表征——rTMS 研究 

10:00-12:30 21-P-004 秦 迭 个体语义饱和效应预测熟练双语者的第二语言能力 

10:00-12:30 21-P-005 原彬科 静息态功能连接预测语言区胶质瘤患者的失语症分数 

10:00-12:30 21-P-006 王月娟 新词学习的长时记忆保持 

 

“社区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22-P-001 张 乐 未来时间自我、应对方式与社会心态的关系研究综述 

10:00-12:30 22-P-002 梁振宇 中学生的同伴侵害、学校社区感与学业成绩之间的关

系：一个多水平分析 

10:00-12:30 22-P-003 靳凯歌 时间自我研究综述 

10:00-12:30 22-P-004 梁群君 志愿时长、志愿者角色认同对志愿者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网络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23-P-001 高玉洁 初中生羞怯与手机依赖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10:00-12:30 23-P-002 郝丽娜 青少年基本心理需求满足与问题性社交网站使用的关

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10:00-12:30 23-P-003 肖曼曼 低头症量表的中文版修订及其信效度检验 

10:00-12:30 23-P-004 王之品 冲动性人格、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网络购物成瘾的影响 

10:00-12:30 23-P-005 孙 月 异性恋青年对网络中性刺激反应的性别差异 

10:00-12:30 23-P-006 阮春红 大学生网络欺凌与抑郁：心理安全感和学校归属感的中

介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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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23-P-007 董柔纯 有图有真相？——认知负荷视角下配图和心理距离对网

络信息可信度的影响 

10:00-12:30 23-P-008 王迎娣 中学生羞怯、抑郁与网络游戏的关系：基于交叉滞后分

析 

10:00-12:30 23-P-009 刘玉莲 数字时代的约会：是福还是祸？——数字约会虐待的概

念、测量及相关研究 

10:00-12:30 23-P-010 许一诺 社交媒体嫉妒：社交网站上的分享对旅游消费决策的影

响 

10:00-12:30 23-P-011 罗 攀 “微博”使用对大学生移动社交网络人际交往的影响：基

于强弱关系的视角 

10:00-12:30 23-P-012 黄勖喆 儿童网络使用对孤独感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10:00-12:30 23-P-013 刘 辉 网络时代中小学生的核心素养——网络素养评价指标体

系研究 

10:00-12:30 23-P-014 田录梅 在社交网站中自我表露对大学生的抑郁是利是弊？ ——
领悟社会支持与自尊的多重中介作用 

 

“音乐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26-P-001 郭 惠 我国小学生音乐课外活动状况及其对音乐和语文学业成

绩的影响 

 

“眼动心理研究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27-P-001 常 敏 语境限制性对低预测词加工的影响 

10:00-12:30 27-P-002 苏日娜 不同掩蔽材料对蒙古语阅读知觉广度的影响 

10:00-12:30 27-P-003 赵赛男 语境预测性对青年人和老年人汉语阅读中词汇加工的影

响 

10:00-12:30 27-P-004 周艳辉 校正阅读中视觉信息获取速度的眼动研究 

10:00-12:30 27-P-005 王升波 现实情境下网球运动员相持阶段目标追踪的优势特征研

究 

10:00-12:30 27-P-006 邹吉林 专家和新手教师对日常教学场景的情绪觉察加工差异：

一项眼动研究 

10:00-12:30 27-P-007 邹吉林 有感情伴读对幼儿绘本故事阅读理解的影响：一项眼动

研究 

10:00-12:30 27-P-008 陈梦思 中央凹词频与副中央凹字 N+1 的预视对老年人眼跳目标

选择的影响 

147 



 

 

 
 

“心理学质性研究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28-P-001 彭 程 中国人理想的发展与变迁：基于实证调查的横断历史研

究 

 
“脑电相关技术专业委员会”分组展贴报告 

时间 编号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00-12:30 29-P-001 王 睿 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在面孔情绪知觉中的一致性：来自

ERP 的证据 

10:00-12:30 29-P-002 蔡文冠 矮负面身体自我者对任务无关听觉身高词语的注意偏向 

10:00-12:30 29-P-003 彭 潇 基于时间的任务期待效应下的内隐转换 

10:00-12:30 29-P-004 陈 云 任务转换和反应规则转换的比较 

10:00-12:30 29-P-005 李丹阳 气味背景对面孔表情识别的影响:来自 ERPs 的证据 

10:00-12:30 29-P-006 吴建校 任务切换中的层级效应：来自于 ERPs 的证据 

10:00-12:30 29-P-007 王月娟 快速映射范式下新词语的快速巩固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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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餐安排  

本次会议学术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人员较多，为方便与会代表，会

议用餐安排在主会场及分会场周边学生食堂，因学生食堂学期中要为本校师生

员工服务，因此会议用餐需错峰、分流进行，请各位代表持临时校园卡分散到

各个食堂用餐，具体如下。 

一、时间安排：  

10 月 19 日中午用餐时间 12:00-13:30，晚上用餐时间 17:30-19:00 
10 月 20 日中午用餐时间 12:10-13:30，晚上用餐时间 17:00-18:00  

二、用餐地点:  

1. 恕园食堂——恕园 8 号楼食堂、恕园 5 号楼 2 号食堂、恕园 6 号楼 1 号食堂 

恕园 8 号楼食堂包括三层用餐区，其中 1 层是大众餐厅，2 层是自选餐厅，

3 层是美食餐厅（含包厢区）； 

恕园 5 号楼 2 号食堂仅 1 层，用餐区域较小； 

恕园 6 号楼 1 号食堂仅 1 层，为清真餐厅，用餐区域较小。 

主会场学术交流中心 A（含分会场）  步行路线推荐：  

1）学术交流中心→西环路→恕园 8 号楼食堂。（用时约 15 分钟） 
2）学术交流中心→西环路→恕园 5 号楼 2 号食堂。（用时约 25-30 分钟） 
3）学术交流中心→西环路→恕园 6 号楼 1 号食堂。（用时约 30 分钟） 

 
  

  
  

2、勤园食堂

 

该食堂包括三层用餐区，1 层是大众餐厅，2 层是美食餐厅，3层是教工自

选餐厅。

 

主会场学术交流中心 A（含分会场）

 

步行路线推荐

 

学术交流中心→东环路→勤园 4 号楼食堂。（用时约

 

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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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坊 

编号  名称  时间  地点  主讲人  
是否 
收费  

报名联系人  

1 
PTB Builder 系统培训工作坊：

一个免费、快速、高效的图形

界面编程系统 

10 月 19 日（一天） 
18:00-20:00 

恕园 2-103 张阳（教授） 免费 张阳  
yzhangpsy@suda.edu.cn 

2 多模态神经影像专题工作坊 
10 月 17 日-18 日（两天） 
8:30-12:00，14:00-17:30 

城研中心 409 
翁旭初（教授） 
臧玉峰（教授） 

收费 
周薪  
0571-28867717 
hznupsy@163.com 

3 
“高级统计方法及其应用”研

讨班 
10 月 15 日-18 日（四天） 
8:30-12:00，14:00-17:30 

恕园 3-107 
温忠麟（教授）  
刘红云（教授） 

收费 
周薪 
0571-28867717  
hznupsy@163.com 

4 
增强心理学研究的可重复性工

作坊：方法与实践 
10 月 18 日（一天） 
9:00-17:00 

恕园 19-109 
王非（助理教授）  
史嘉鑫（博士生） 

免费 王非  
wf3126@mail.tsinghua.edu.cn 

5 
元分析（Meta analysis）方法

及其应用工作坊 
10 月 16 日-18 日（三天） 
8:30-12:00，14:00-17:30 

行政楼 212 范会勇（副教授） 收费 范会勇  
498752818@qq.com 

6 
“基于视觉的心理学研究应用

与方法论”工作坊 
10 月 18 日（一天） 
8:30-12:00，14:00-17:30 

恕园 13-301 
闫国利（教授）  
杨承松（副教授） 

免费 
梁老师 
alex.liang@tobi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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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会赞助单位 

类型 公司名称 展位序号 

特别学术支持伙伴 北京漪林顺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1 
A2 

金牌赞助 江苏卓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24 

A25 

银牌赞助 北京云创启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A26 

专项赞助 北京飞宇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10 
专项赞助 北京汇心联科技有限公司 A27 

专项赞助 赢富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B13 

专项赞助 珠海市京美心理测量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B11 

展位类 北京博润视动科技有限公司 B15 

展位类 北京华泰长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A4 

展位类 北京骄阳智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B12 

展位类 北京普升达科贸有限公司 A3 
展位类 北京心云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B21 

展位类 北京新曲线出版咨询有限公司 B22 

展位类 博睿康科技（常州）股份有限公司 A5 

展位类 
杭州纽洛斯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A6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李康 A7 
展位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B14 

展位类 南京赛可诺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8 

展位类 上海青研科技有限公司 B34 

展位类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B33 

展位类 上海心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28 

展位类 深圳市瀚翔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B16 

B17 
B18 
B19 

展位类 武汉格林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B20 

展位类 浙江教育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B23 

展位类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A30 
展位类 Sona Systems B9 

展位类 宁波本泽翻译有限公司 A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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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会务分工  

  
会务总协调人： 董光恒（15867949909） 彭丽钦（17767115058） 

学术组：        傅根跃（13588056744） 赵    立    吴    燕    赛李阳 
   尚思源    林晓虹 

宣传文案组：     胡治国（18969127476） 贾建荣    赵    立    郑    怡  

网络组：        吴佳君（13073610314 ）      

会务组：        彭丽钦（17767115058） 周    红    周    薪    白诗雨 

会场组：        杨    群（13588700111） 陈    兵    汪    敏    李苓玉

张    烨   吴    燕    冯   骏

  

专家接待组：

       
         

     

志愿者工作组：

  
傅亚强（13957100252）

  

工作坊：

 
周

    
薪（13616815890）

 

安保组：

  
贾建荣（15858286669）

  

招商组：

        
张

    
行（17688968320）

  
周

    
薪

    
陈

    
兵

    
吴云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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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温馨提示  

8.1  生活信息  

 医院：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仓前校区卫生所（博文苑 7 号楼 1 层） 

值班电话 0571-28867120 

 

快递： 

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内：博文苑 6 号楼地下车库菜鸟服务中心（京

东、顺丰、中通、申通、EMS、圆通、天天、百世等） 

 

 

保卫处： 

杭州师范大学行政楼 1 楼 

 值班电话 0571-28867110 

 

超市：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超市（博文苑 2 号楼 1 楼、博文苑 7 号楼 1 楼） 

电话 0571-28861103 

           

通讯： 

杭州师范大学恕园 8 号楼餐厅旁，含移动、联通、电信等 

 

文印： 

杭州师范大学恕园博文苑 6 号楼 1 楼 

电话 0571-2886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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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机场/车站交通路线  

  

  

 

 

 

 

 

 

   

  

 

 

 

 

 

   

  

    

 

 

  

 

 

  

 

  米，到达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227、步行约6

分钟）16（约口

A杭师大仓前地铁站站，到达5（良睦路方向），经过号线5站内换乘地铁、5

）分钟27（约站三坝站，到达12，经过（良渚方向）号线2、乘坐地铁4

号线2米，换乘地铁93步行约站内换乘，、3

）分钟8（约站钱江路站，到达4，经过（浦沿方向）号线4、乘坐地铁2

口D地铁站火车东站米，到达34、从杭州东站步行约1

）分钟5小时1约（号线5地铁→ 号线2地铁→ 号线4：地铁1公交线路

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杭州东站

米，到达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227、步行约6

分钟）16（约口

A地铁站师大仓前到达杭站，5经过，号线（良睦路方向）5站内换乘地铁、5

）分钟15（约三坝地铁站，到站6经过号线（良渚方向）2地铁乘坐、4

分钟）8（约口A1武林门地铁站米至528、步行3

武林门民航售票处公交站站，到达2线，经过武林门、乘坐机场大巴汽车2

站公交机场国际萧山杭州米，到达204、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步行约1

）小时2约（号线5地铁→号线2地铁→ 线武林门：机场大巴2公交线路

到达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新校区，（建议共享单车）公里1.2、步行约3

科技城海创园站

杭州未来，到达站1，经过（余杭汽车站方向）线汽车余杭、乘坐机场大巴2

站公交机场国际萧山杭州米，到达50、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步行约1

）分钟20小时1约（里

公1.2步行，杭州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站→线余杭：机场大巴汽车1公交线路

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萧山国际机场

。参考各位供，现将几条常用公交线路罗列如下

。软件导航地图各参考可交通路线，小时不等的时间2至1需）仓前校区（

杭州师范大学前往、杭州东站火车站和杭州城站火车站从萧山国际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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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前校区杭州师范大学到达米，227步行约、5

分钟）16（约口

A杭师大仓前地铁站站，到达5，经过（良睦路方向）号线5站内换乘地铁、4

站三坝地铁，到达站7号线（良渚方向）经过2、站内换乘地铁3

下车凤起路，到站3号线（临平方向）经过1、乘坐地铁2

）分钟2约（地铁城站米至120约、从杭州城站火车站步行1

）分钟57约（号线5地铁→号线2地铁→ 号线1：地铁2公交线路

仓前校区杭州师范大学到达米，227步行约、4

分钟）21（约口A杭师大仓前地铁站站，到达7

经过，方向）良睦路（号线5地铁换乘口，E1和睦地铁站米，352步行约、3

下车和睦新村公交站站后19，方向）水碧苑路（09、乘坐2

）分钟2约（城站火车站公交站米至88、从杭州城站火车站步行1

）分钟30小时1约（号线5地铁→ 路09：公交1公交线路

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杭州城站

米，到达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227、步行约5

分钟）11（约

口A仓前地铁站杭师大到达站，4，经过（良睦路方向）号线5地铁、乘坐4

口C2浙大紫金港地铁站米至102、步行3

下车地铁浙大紫金港站南公交站，到达站6经过，路420、乘坐2

分钟）4至火车东站西（约米242、从杭州东站步行约1

）分钟30小时1约（号线5地铁→ 路420：公交2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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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指示图

 

156 



 

10  人名检索  

Outong .......................... 78 
PengXu .......................... 50 
RUIMIN ...................... 125 
艾丽欣 .......................... 69 
安瑞 ............................ 115 
安蔚 .............................. 43 
安献丽 .......................... 81 
安奕霖 ........................ 144 
安莹 .............................. 75 
安子豪 .......................... 94 
白彩霞 .......................... 64 
白洁 .............................. 51 
白晓丽 ........................ 127 
白学军 ............... 1,9,24,48 
白宇 ............................ 128 
柏洋 ............................ 139 
包寒吴霜....................... 92 
包佳敏 .......................... 96 
鲍礼宙 .......................... 72 
鲍谧清 .......................... 45 
鲍未 ....................... 60,141 
毕重增 .......... 102,104,111 
卜丹冉 .......................... 87 
蔡丹 .............................. 66 
蔡惠燕 ........................ 128 
蔡琳楠 ........................ 125 
蔡旻旻 .......................... 79 
蔡清 .............................. 30 
蔡文冠 ........................ 148 
蔡文琦 .......................... 59 
蔡文淑 .......................... 82 
蔡溪若 .......................... 63 
蔡新璐 .......................... 65 
蔡玉清 ........................ 137 
曹枫林 ........................ 102 
曹建琴 ........................ 145 
曹江雨 ........................ 110 
曹敏 .............................. 61 
曹庆久 .......................... 32 
曹秋迪 ........................ 114 

曹文雯........................... 45 
曹文韫........................... 50 
曹贤才........................... 78 
曹杏田......................... 129 
曹衍淼........................... 74 
曹毅.......................... 68,89 
岑婉君......................... 127 
查雨竹........................... 76 
柴彩霞......................... 123 
柴方圆........................... 52 
柴亚星.................. 110,125 
常敏...................... 104,147 
常睿生......................... 122 
车丽萍........................... 43 
车翔........................ 86,140 
陈安涛........................... 82 
陈宝国........................... 42 
陈贝贝........................... 87 
陈冰............................... 94 
陈曹霁........................... 59 
陈丹妮......................... 114 
陈鼎宣......................... 128 
陈段段......................... 113 
陈功香........................... 60 
陈光辉........................... 54 
陈海德......................... 107 
陈鹤之........................... 93 
陈红.......................... 28,44 
陈红君........................... 28 
陈嘉慧........................... 77 
陈嘉仪........................... 75 
陈娇............................... 62 
陈景..................... 37,85,86 
陈景秋........................... 37 
陈璟............................. 100 
陈婧............................... 38 
陈静............................... 25 
陈靖涵........................... 29 
陈俊芳......................... 100 

陈立翰........................... 79 
陈琳............................. 124 
陈柳月......................... 132 
陈梦思......................... 147 
陈庆荣........................... 48 
陈秋燕........................... 73 
陈泉凤........................... 64 
陈圣栋........................... 68 
陈施羽......................... 134 
陈思洁......................... 133 
陈思静......................... 129 
陈苏雨......................... 123 
陈天勇...................... 41,54 
陈宛玉......................... 110 
陈伟............................. 124 
陈文锋........................... 35 
陈文翔......................... 134 
陈相霖........................... 82 
陈祥美........................... 50 
陈骁............................. 108 
陈晓晨........................... 53 
陈晓静........................... 90 
陈星星......................... 130 
陈煦海......................... 107 
陈学芳......................... 100 
陈雪明........................... 77 
陈雅珏........................... 92 
陈亚林........................... 23 
陈羿君........................... 49 
陈毅琦......................... 101 
陈英和........................... 28 
陈宇琦......................... 100 
陈雨露........................... 77 
陈雨秋........................... 49 
陈钰琳......................... 116 
陈圆圆......................... 130 
陈悦...................... 127,143 
陈云........................ 97,148 
陈云祥...........................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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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沼桦 .......................... 84 
陈珍 ............................ 128 
陈振玲 .......................... 83 
陈卓 .............................. 69 
陈子豪 ................. 140,146 
成芳妍 ........................ 121 
成雨聪 ................... 68,125 
程洁 ............................ 126 
程凯琳 .......................... 69 
程素萍 ..................... 49,62 
程萧 ............................ 116 
程颖 .............................. 82 
程媛媛 .......................... 76 
迟立忠 .......................... 86 
楚翘 .............................. 82 
丛婧 ............................ 133 
崔芳 .............................. 36 
崔冠宇 .......................... 71 
崔京月 ........................ 105 
崔爽 ............................ 118 
崔馨月 ........................ 116 
崔璇 ............................ 129 
崔诣晨 .......................... 92 
崔莹 .............................. 76 
笪惠 ............................ 118 
代海芳 .......................... 76 
戴隆农 .......................... 58 
戴隆耀 ........................ 142 
戴艳 ....................... 73,101 
戴悦 .............................. 61 
单格妍 ........................ 103 
单海迪 .......................... 97 
邓建军 ........................ 120 
邓敏 .............................. 66 
邓倩 .............................. 76 
邓秋月 ........................ 121 
邓永光 .......................... 49 
丁寒月 ........................ 112 
丁如一 ........................ 133 
丁菀 ............................ 131 
丁晓攀 .......................... 23 
丁雪辰 ..................... 66,74 

丁一帆......................... 142 
丁嫄............................... 28 
董丹............................... 36 
董光恒......... 1,2,23,40,152 
董佳........................ 48,119 
董梅梅........................... 92 
董美慧........................... 30 
董柔纯......................... 147 
董文珊......................... 101 
董晓晓........................... 86 
董亚琦.................... 57,113 
董妍.......................... 45,52 
杜刚........................ 43,104 
杜昆筑........................... 64 
杜梦........................ 47,104 
杜梦琳......................... 104 
杜秀芳........................... 63 
杜雪娇........................... 28 
杜幼红......................... 131 
杜瑜............................... 95 
段昕雨......................... 132 
段亚杰......................... 113 
敦晓雯......................... 130 
樊洁............................. 128 
范方.......................... 38,97 
范海楠......................... 137 
范玲霞........................... 82 
范明明........................... 29 
范逸飞........................... 31 
范越............................... 89 
方方..................... 25,32,79 
方俊燕........................... 68 
方乐乐......................... 109 
方平............................... 90 
方莹............................. 130 
方圆................. 52,127,142 
费国爱......................... 134 
封春亮........................... 36 
冯曼妮......................... 116 
冯攀............................. 106 
冯斯琪......................... 118 
冯廷勇...................... 61,74 

冯雪童........................... 87 
冯琰............................... 87 
冯垚清........................... 90 
冯展涛........................... 85 
冯正直........................... 98 
冯子健......................... 138 
符颖............................. 109 
付聪............................... 31 
付丽莎........................... 40 
付利婷........................... 56 
付琳............................. 107 
傅安国...................... 50,62 
傅春胜........................... 24 
傅根跃............ 2,23,46,152 
傅小兰..................... 2,9,35 
甘俊............................... 97 
甘甜............................... 50 
甘雨............................. 109 
高春颍........................... 76 
高方昕......................... 124 
高崚峰......................... 105 
高攀科........................... 47 
高倩...................... 100,120 
高倩云......................... 100 
高亚茹........................... 80 
高阳............................... 40 
高宇晗........................... 97 
高玉洁......................... 146 
高毓婉........................... 66 
高桢妮........................... 73 
高正端......................... 118 
葛国宏......................... 132 
葛明贵........................... 36 
葛枭语........................... 39 
耿凤基........................... 36 
耿璐............................. 113 
耿晓伟...................... 25,69 
宫火良...................... 55,89 
龚少英........................... 72 
古若雷........................... 50 
谷茜星......................... 117 
顾超凡.........................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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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芳臣 ........................ 102 
顾灵达 .......................... 90 
顾鑫 ............................ 135 
顾瑛琦 ........................ 127 
关青 .............................. 62 
管钧天 ........................ 134 
管西婷 ........................ 138 
桂冬云 ........................ 117 
郭敖 ............................ 102 
郭晨 ............................ 131 
郭惠 ............................ 147 
郭俊俏 ........................ 116 
郭抗抗 ........................ 133 
郭明宇 .......................... 78 
郭佩文 ........................ 113 
郭筱琳 ........................ 132 
郭笑笑 ........................ 117 
郭秀艳 .......................... 81 
郭亚康 ........................ 125 
郭滢 .............................. 41 
郭永玉 .......................... 51 
郭玉丹 ................. 121,125 
郭玉芳 ........................ 102 
国礼羽 ........................ 141 
郝子雨 ........................ 108 
海玉娟 .......................... 86 
韩布新 ....................... 2,26 
韩柽炀 .......................... 95 
韩丹 .............................. 65 
韩冬 ............................ 118 
韩雯 .............................. 61 
韩洋 .............................. 59 
韩志力 ........................ 135 
郝凯灵 ........................ 105 
郝丽娜 ........................ 146 
郝丽侠 .......................... 92 
郝瑞宁 ........................ 137 
何楚珺 .......................... 99 
何昊 ............................ 101 
何宏建 .......................... 46 
何佼雁 .......................... 61 
何孟欣 ................... 59,135 

何清华...................... 40,65 
何婷............................... 30 
何伟............................. 131 
何雯静........................... 67 
何吴明........................... 50 
何晓清......................... 126 
何晓英........................... 54 
何昕............................. 143 
何毅............................... 28 
何煜倩......................... 116 
何元庆........................... 36 
何至滨......................... 133 
何志芳........................... 93 
贺菲菲......................... 116 
贺淇........................ 97,137 
贺思颖........................... 96 
贺子昕......................... 126 
洪幼娟......................... 120 
洪芸............................. 117 
侯芳艳.................... 57,117 
侯芬............................... 37 
侯金芹........................... 73 
侯俊如......................... 143 
侯旻............................... 46 
侯庆辉......................... 140 
侯文文......................... 130 
侯艳飞........................... 38 
侯燕............................... 59 
侯永青......................... 144 
侯雨君......................... 126 
侯玉波........................... 39 
胡博............................... 99 
胡岑楼......................... 107 
胡蝶............................. 135 
胡耿丹......................... 111 
胡景超........................... 55 
胡娜...................... 137,144 
胡宁宁......................... 123 
胡平............................... 52 
胡赛赛........................... 59 
胡婷............................. 122 
胡维芳........................... 49 

胡小勇...................... 51,65 
胡晓檬........................... 53 
胡晓晴........................... 51 
胡笑晨........................... 23 
胡玄一......................... 117 
胡艳丽........................... 42 
胡友松........................... 67 
胡玉婷......................... 134 
胡玉正........................... 40 
胡韵倩......................... 133 
胡仲琳........................... 29 
黄宝珍......................... 133 
黄昌英........................... 78 
黄聪慧........................... 61 
黄大炜......................... 124 
黄发杰........................... 65 
黄芳............................... 45 
黄菲菲........................... 91 
黄光梅......................... 122 
黄惠珍........................... 44 
黄佳佳.................... 73,123 
黄佳丽........................... 88 
黄建平........................... 69 
黄林辉......................... 112 
黄梦真........................... 78 
黄巧敏......................... 115 
黄庆军........................... 34 
黄秋霞........................... 96 
黄瑞旺........................... 46 
黄舒玥......................... 139 
黄薇............................... 95 
黄伟强........................... 24 
黄文昊......................... 138 
黄熙彤........................... 68 
黄晓妍......................... 114 
黄勖喆......................... 147 
黄亚梅......................... 113 
黄滟雁......................... 112 
黄依伦......................... 106 
黄元娜........................... 69 
黄元元........................... 75 
霍东超.........................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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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丽娟 ........................ 136 
姬化禺 ........................ 139 
嵇梦成 ........................ 112 
纪聪丽 ........................ 133 
纪林芹 ..................... 30,75 
季公俊 .......................... 34 
季思姚 ........................ 141 
贾浩哲 .......................... 55 
贾继超 .......................... 67 
贾磊 .............................. 92 
贾蕾 .............................. 64 
贾丽娜 ................. 103,140 
贾文霞 ................... 60,117 
贾筱倩 .......................... 61 
贾彦茹 .......................... 66 
贾玉洁 .......................... 59 
贾云丞 .......................... 67 
江黛苔 ........................ 113 
江光荣 .......................... 96 
江婷 ............................ 139 
姜锦霞 ........................ 119 
姜路遥 ........................ 114 
姜琦 .............................. 62 
姜倩云 ........................ 106 
姜佟琳 .......................... 39 
姜英杰 ..................... 72,80 
蒋超 .............................. 46 
蒋存梅 ........................ 109 
蒋多 ............................ 100 
蒋敏 ............................ 127 
蒋宛月 .......................... 37 
焦鲁 .............................. 42 
解鸿宇 ........................ 140 
金富强 ........................ 115 
金丽 ............................ 121 
金童林 .......................... 66 
金雅茹 .......................... 68 
靳凯歌 ........................ 146 
酒艳红 ........................ 119 
康冠兰 ..................... 79,87 
康琪 ............................ 130 
康廷虎 .......................... 33 

柯紫筠........................... 90 
孔繁昌......................... 105 
孔繁景........................... 87 
孔祥伟......................... 118 
孔祥祯........................... 23 
寇觉中........................... 24 
库逸轩........................... 34 
赖寒............................... 65 
赖思羽......................... 127 
赖伟鹏........................... 94 
赖馨........................ 43,129 
赖馨雨......................... 129 
赖燕群......................... 122 
兰起丽........................... 67 
雷励............................. 114 
雷雳............................. 105 
雷林梅......................... 124 
雷千乐........................... 56 
雷雪洁......................... 126 
雷扬............................... 81 
黎建斌........................... 23 
李阿倩......................... 138 
李才文........................... 80 
李春波........................... 41 
李春晓........................... 23 
李辞............................... 42 
李丹阳.................... 86,148 
李凤兰........................... 37 
李海............................. 114 
李涵......... 59,62,86,87,114 
李涵翛然 ........ 59,62,86,87 
李杭州......................... 125 
李昊............................. 134 
李贺............................... 35 
李红................... 25,92,106 
李宏........................ 83,138 
李宏伟........................... 83 
李晖.......................... 68,84 
李继波.................. 110,144 
李佳笑......................... 131 
李佳叶......................... 137 
李佳钰......................... 130 

李家玲......................... 121 
李嘉敏......................... 125 
李杰............................. 103 
李金............................... 86 
李瑾............................. 136 
李京诚........................... 85 
李晶晶........................... 86 
李静................... 31,51,122 
李静雅........................... 31 
李娟............................. 119 
李俊一......................... 127 
李康........................ 46,151 
李可涵......................... 133 
李莉............................. 102 
李莲............................. 145 
李琳............................... 47 
李露............................. 116 
李梅............................... 46 
李梦雅........................... 93 
李梦雨......................... 142 
李苗............................. 110 
李玟............................. 127 
李明苹......................... 122 
李明阳......................... 104 
李念............................. 136 
李佩佩........................... 62 
李倩倩......................... 132 
李清银......................... 119 
李芮............................... 30 
李锐............................. 122 
李瑞芳........................... 97 
李瑞英........................... 28 
李若璇........................... 96 
李赏............................. 122 
李胜楠........................... 94 
李诗晨......................... 137 
李士一........................... 33 
李树杰........................... 99 
李四化........................... 87 
李腾飞........................... 29 
李巍........................ 57,142 
李玮...................... 10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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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玫 .......................... 48 
李文桐 .......................... 50 
李西营 ................ 41,71,73 
李曦 .............................. 74 
李想 ............................ 139 
李小保 .......................... 44 
李小飞 ........................ 139 
李小换 .......................... 80 
李小妹 ........................ 102 
李小新 .......................... 51 
李晓晨 ........................ 145 
李晓东 .......................... 28 
李欣琪 .......................... 74 
李新伟 ........................ 107 
李新彦 .......................... 99 
李新宇 .......................... 82 
李星 ............................ 105 
李兴珊 .......................... 47 
李雅爽 .......................... 71 
李妍 ......................... 76,77 
李妍君 .......................... 77 
李彦佼 .......................... 60 
李彦章 .......................... 44 
李宜倩 .......................... 99 
李莹 ............................ 126 
李颖 .............................. 95 
李永艳 .......................... 72 
李玉梅 ................... 84,103 
李昱 ............................ 115 
李媛 .................... 43,44,62 
李岳恒 .......................... 44 
李悦 ............................ 136 
李芸 ............................ 137 
李增艳 .......................... 72 
李张琴 .......................... 61 
李珍 .............................. 72 
李振 ............................ 126 
李至浩 .......................... 30 
李志敏 .......................... 29 
李卓宇 .......................... 58 
李子昂 ........................ 109 
李宗龙 .......................... 69 

李祚山........................... 43 
历莹............................. 145 
利振华.................. 121,130 
连榕............................... 71 
梁丽玲........................... 54 
梁丽梅......................... 114 
梁俏........................ 64,114 
梁琼丹........................... 99 
梁群君......................... 146 
梁炜为........................... 64 
梁一鸣........................... 97 
梁钰炫........................... 78 
梁韵思......................... 118 
梁振宇......................... 146 
梁梓勤......................... 124 
梁紫平........................... 80 
廖洁洁........................... 58 
廖宗卿.................. 126,141 
林碧霞......................... 141 
林富春........................... 40 
林桦............................. 139 
林惠茹......................... 141 
林嘉元........................... 88 
林靖凯......................... 136 
林静远........................... 67 
林久榆........................... 49 
林琳........................ 78,129 
林楠............................. 117 
林秋韵........................... 55 
林霜............................... 66 
林松楠........................... 44 
林无忌......................... 140 
林小楠........................... 74 
林小霞......................... 133 
林忻............................... 62 
林欣谊......................... 115 
林瑶............................. 102 
林瑜............................. 122 
刘艾祎........................... 35 
刘爱书......................... 106 
刘炳钰........................... 78 
刘博.......................... 90,99 

刘畅............................... 37 
刘超..................... 13,36,52 
刘朝霞......................... 136 
刘晨............................... 92 
刘楚铜......................... 121 
刘传军............... 52,65,126 
刘春梅......................... 144 
刘聪............................... 42 
刘迪............................. 140 
刘电芝........................... 49 
刘玎............................... 38 
刘冬莹......................... 103 
刘格格........................... 76 
刘海宁......................... 136 
刘海琴......................... 104 
刘洪志......................... 101 
刘骅萱......................... 118 
刘辉...................... 126,147 
刘吉............................... 56 
刘佳...................... 131,133 
刘佳曦......................... 131 
刘嘉............................. 124 
刘嘉琪......................... 124 
刘建邑......................... 110 
刘金蕙......................... 110 
刘静............................. 128 
刘凯............................... 91 
刘蓝田......................... 116 
刘丽............................... 30 
刘梦媛......................... 116 
刘敏............................. 115 
刘明芳......................... 123 
刘萍萍......................... 100 
刘强............................... 80 
刘清衿........................... 97 
刘群............................. 127 
刘芮彤......................... 113 
刘莎............................... 57 
刘诗雨........................... 88 
刘塽............................. 116 
刘思辰........................... 77 
刘思宇...........................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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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强 .......................... 77 
刘甜甜 .......................... 92 
刘伟超 .......................... 69 
刘文娟 .......................... 60 
刘文兰 ........................ 126 
刘小琳 ........................ 128 
刘小琪 ........................ 131 
刘晓凤 .......................... 63 
刘晓虹 .......................... 42 
刘晓洁 .......................... 74 
刘晓婷 ........................ 108 
刘晓霞 ........................ 137 
刘晓颖 ........................ 145 
刘欣怡 .......................... 66 
刘兴华 ..................... 38,97 
刘学海 ........................ 124 
刘勋 .............................. 32 
刘亚男 .......................... 57 
刘艳艳 .......................... 86 
刘洋 .............................. 66 
刘依梅 ........................ 138 
刘怡婷 .......................... 91 
刘莹莹 .......................... 89 
刘颖 ......................... 47,91 
刘影 ............................ 130 
刘永 ....................... 65,141 
刘永健 ........................ 141 
刘宇潇 .......................... 64 
刘羽 .............................. 62 
刘雨琪 ........................ 117 
刘雨婷 ........................ 119 
刘玉莲 ........................ 147 
刘媛媛 .......................... 80 
刘长虹 ........................ 117 
刘长江 .......................... 94 
刘正泰 .......................... 40 
刘芷萱 ........................ 113 
刘志方 .......................... 48 
刘智妹 .......................... 84 
刘子涵 ........................ 117 
刘子星 .......................... 64 
刘祖志 .......................... 75 

劉素鳳........................... 48 
柳霖............................... 30 
柳韦任......................... 145 
龙杰............................. 105 
卢凤............................... 49 
卢寒双......................... 109 
卢慧妍........................... 62 
卢健............................. 115 
卢津津......................... 103 
卢京顺......................... 142 
卢克龙........................... 73 
芦雪............................. 129 
陆嘉琦......................... 100 
陆娟............................... 55 
陆璐............................... 57 
陆玥琪......................... 144 
路翰娜........................... 23 
栾墨............................... 40 
罗春明........................... 81 
罗杰飞........................... 59 
罗莉莉......................... 131 
罗鸣春............... 50,69,110 
罗攀............................. 147 
罗莎莎......................... 129 
罗文波.............. 2,9,19,108 
罗熙............................. 140 
罗宇............................. 125 
罗雨娇........................... 57 
罗禹............................... 33 
罗跃嘉........................... 50 
骆翠欣........................... 63 
骆宏............................... 46 
吕碧君........................... 97 
吕伯霄......................... 128 
吕高荣......................... 145 
吕厚超.................... 44,104 
吕秀娜......................... 133 
马安然.................. 132,141 
马国杰......................... 109 
马嘉琳......................... 102 
马锦飞........................... 68 
马敬钞........................... 95 

马玲............................... 44 
马诗浩......................... 145 
马淑风........................... 71 
马心宇......................... 118 
马叶丹......................... 122 
马奕帆......................... 135 
马云涛......................... 122 
马章竞......................... 140 
买晓琴.................... 45,110 
麦伊灵......................... 116 
麦裕华......................... 135 
毛毳............................. 121 
毛伟宾........................... 64 
毛志雄........................... 87 
茆家焱........................... 94 
梅兴燕......................... 119 
门玥............................. 138 
孟广腾........................... 94 
孟思佳......................... 116 
孟维璇........................... 89 
孟祥寒........................... 96 
苗晓燕........................... 55 
闵容............................. 140 
莫秀锋........................... 74 
慕东泰........................... 24 
倪倩玉......................... 143 
念靖晴......................... 114 
聂露............................. 116 
聂清清........................... 78 
聂衍刚.................. 106,108 
宁奇............................. 116 
牛娟............................... 73 
牛梦雨........................... 56 
欧阳劲樱 ..................... 142 
欧昱宏......................... 113 
潘斌............................... 39 
潘登........................ 89,124 
潘芳............................... 84 
潘莉............................... 80 
潘欣羽........................... 39 
彭波............................... 85 
彭程........................ 9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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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蕾 .............................. 57 
彭乔 .............................. 44 
彭清蜂 ........................ 131 
彭婉蓉 ........................ 144 
彭旺 ..................... 124,135 
彭文波 .......................... 49 
彭晛 ............................ 123 
彭潇 ............................ 148 
彭小燕 ........................ 122 
彭宇彬 ........................ 140 
彭运石 ........................ 139 
皮悦慈 ........................ 143 
蒲璐萌 ................. 129,143 
戚江丹 ................. 124,144 
亓军军 .......................... 35 
齐才 .............................. 66 
祁海颖 ........................ 128 
祁宇轩 ........................ 105 
钱柳 ............................ 134 
乔燕 .............................. 81 
秦迭 ............................ 146 
秦金亮 .......................... 89 
秦琪 ............................ 143 
邱娟 ............................ 113 
邱香 .............................. 61 
屈青青 .......................... 47 
瞿珏 ............................ 115 
曲琛 .............................. 50 
曲方炳 .......................... 61 
权方英 .......................... 39 
权思翔 ........................ 132 
全莉娟 .......................... 36 
冉硕 ............................ 115 
任方圆 ........................ 142 
任芬 .............................. 67 
任俊威 ........................ 142 
任丽杰 .......................... 66 
任丽欣 .......................... 31 
任其平 .......................... 43 
任巧悦 ................... 60,135 
任世秀 ........................ 105 
任文玲 ........................ 117 

任艳娜......................... 141 
任怡臻........................... 37 
任屹............................. 123 
任志洪...................... 37,96 
戎辛茹......................... 136 
荣亚朝........................... 82 
阮春红......................... 146 
赛李阳.................... 36,152 
上官晨雨 ..................... 106 
尚俊辰......................... 140 
尚琬婷........................... 56 
尚雪松......................... 100 
邵景进........................... 41 
邵梦灵........................... 74 
邵婷婷........................... 76 
邵旭浩........................... 81 
申传刚......................... 134 
申婷............................. 124 
申寻兵........................... 35 
沈模卫.......................... 2,9 
沈倩............................. 113 
沈丝楚......................... 100 
沈思彤......................... 119 
盛猷宇.................. 118,129 
石慧芬........................... 63 
石瑞琪........................... 31 
石小轩......................... 145 
石欣萌......................... 141 
石垠............................... 40 
时勘.......................... 10,45 
史博文......................... 134 
史东麟......................... 113 
史嘉鑫.................... 68,150 
史滋福........................... 28 
舒悦............................. 124 
司继伟........................... 28 
司亚静........................... 66 
宋方兴........................... 79 
宋佳美........................... 86 
宋坤儒......................... 138 
宋莉莉........................... 83 
宋琼雅...................... 55,90 

宋诗博......................... 112 
宋诗情........................... 65 
宋爽........................ 83,135 
宋素涛........................... 59 
宋晓蕾........................... 99 
宋新宇........................... 87 
宋有明........................... 95 
苏畅............................. 132 
苏春........... 30,31,72,73,76 
苏佳佳........................... 79 
苏娟............................. 133 
苏玲............................. 140 
苏楠............................. 110 
苏日娜......................... 147 
苏欣............................... 88 
苏彦捷.......................... 1,9 
隋晓阳......................... 128 
孙炳海...................... 64,71 
孙嘉秀......................... 136 
孙俊芳........................... 68 
孙磊............................... 99 
孙丽君........................... 47 
孙猛............................. 141 
孙明泽......................... 110 
孙培凌......................... 104 
孙配贞........................... 45 
孙鹏............................... 28 
孙倩............................... 92 
孙若涵......................... 128 
孙诗夏......................... 139 
孙顺良........................... 92 
孙潇............................. 101 
孙晓娟........................... 67 
孙雅晨......................... 118 
孙岩............................... 77 
孙逸舒......................... 139 
孙月...................... 144,146 
孙悦............................. 109 
孙征............................... 64 
索怡宁......................... 117 
覃丽珠......................... 133 
谭琳琳.........................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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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然 .............................. 81 
谭鑫 ............................ 141 
谭秀娟 ........................ 103 
谭颖 ............................ 104 
谭玉婷 ........................ 123 
唐丹 ......................... 31,76 
唐芳 .............................. 54 
唐佳丽 ........................ 119 
唐立 ............................ 117 
唐清婷 .......................... 67 
唐任之慧..................... 127 
唐婷 ............................ 140 
唐莹莹 ........................ 133 
田丹丹 ........................ 131 
田佳敏 ........................ 132 
田录梅 ........................ 147 
田伟娟 ..................... 80,84 
田相娟 .......................... 30 
田雪 ..................... 135,136 
田宜朋 ........................ 126 
田雨 ............................ 119 
田媛 ............................ 105 
田昀灵 ........................ 136 
田珍珍 .......................... 89 
仝文 .............................. 48 
佟月华 .......................... 63 
童钰 .............................. 77 
涂灿灿 ........................ 122 
涂冬波 .......................... 91 
瓦莱丽冯....................... 34 
宛小昂 .......................... 56 
万晓伟 .......................... 95 
万艺 ............................ 136 
万增奎 .......................... 43 
汪超 ............................ 134 
汪丹丹 .......................... 61 
汪海彬 ........................ 122 
汪娟 .............................. 50 
汪骏 .............................. 84 
汪美玲 .......................... 97 
汪彦 .............................. 54 
王冰 .............................. 87 

王超...................... 121,144 
王超贤......................... 144 
王聪............................. 136 
王淙一......................... 143 
王大华...................... 41,78 
王东美........................... 96 
王冬霞.................. 125,137 
王方敏......................... 142 
王非........................ 98,150 
王峰............................... 83 
王福兴........................... 72 
王国芳........................... 88 
王瀚林......................... 137 
王淏蘭.................. 137,139 
王虹............................. 117 
王欢............................... 39 
王会会........................... 73 
王慧媛........................... 79 
王姬............................. 107 
王佳舟........................... 55 
王建............................. 136 
王建............................... 97 
王建平........................... 97 
王江洋........................... 29 
王洁............................. 126 
王金霞......................... 141 
王锦文......................... 115 
王晶............................... 74 
王竞慧............. 83,101,145 
王敬伟......................... 136 
王靖民........................... 73 
王珏............................... 34 
王珺............... 125,131,135 
王凯............................... 75 
王康康......................... 123 
王磊............................. 111 
王丽君........................... 82 
王丽萍......................... 101 
王琳................. 56,103,110 
王琳琳........................... 56 
王玲玲......................... 142 
王璐............................... 65 

王美芳...................... 31,75 
王萌孟........................... 75 
王梦...................... 113,117 
王梦阳......................... 117 
王梦颖......................... 113 
王盼盼........................... 42 
王鹏程........................... 29 
王平.......................... 45,49 
王琦平......................... 123 
王晴............................... 32 
王琼宇........................... 82 
王秋晨......................... 103 
王秋芳......................... 110 
王瑞.............. 42,73,84,131 
王瑞明...................... 42,73 
王睿............................. 148 
王少杰........................... 67 
王劭睿........................... 98 
王申连........................... 43 
王升波......................... 147 
王胜男...................... 71,83 
王淑英........................... 48 
王树青........................... 61 
王双丽......................... 107 
王斯麒......................... 132 
王偲............................. 121 
王淞............................. 108 
王腾飞........................... 41 
王婷................. 96,124,138 
王童............................. 128 
王威............................... 84 
王玮........................ 34,131 
王玮文........................... 34 
王文超........................... 35 
王肖............................. 142 
王小潞........................... 42 
王晓聪......................... 143 
王晓婷........................... 87 
王晓文........................... 80 
王晓玉......................... 143 
王协顺......................... 130 
王昕悦.................... 5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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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歆睿 ........................ 115 
王歆逸 .......................... 37 
王鑫鑫 ........................ 137 
王星星 .......................... 94 
王兴超 ..................... 29,39 
王修欣 .......................... 92 
王璇 ......................... 75,84 
王雪珺 ........................ 106 
王雪珂 .......................... 77 
王亚 ..................... 131,142 
王亚丹 ........................ 131 
王延培 .......................... 30 
王岩 ............................ 121 
王艳丽 .......................... 43 
王燕青 ................... 72,109 
王杨春子....................... 61 
王衣景 ........................ 124 
王祎非 .......................... 47 
王怡 .............................. 87 
王英杰 .......................... 74 
王迎娣 ........................ 147 
王颖 ......... 55,102,122,143 
王颖超 ........................ 122 
王颖佩 .......................... 55 
王应悦 ........................ 126 
王永胜 .......................... 48 
王勇慧 .......................... 80 
王优 ............................ 144 
王俞卜 .......................... 85 
王予灵 ........................ 104 
王雨莹 .......................... 82 
王语嫣 ................. 122,131 
王渊博 ........................ 104 
王媛 ....................... 75,118 
王媛媛 ........................ 118 
王月娟 ................. 146,148 
王玥 .............................. 78 
王赟 .............................. 51 
王泽意 ........................ 105 
王喆妍 ........................ 118 
王震炎 ........................ 125 
王正君 .......................... 42 

王之品......................... 146 
王子洁......................... 127 
王梓良......................... 138 
王梓璇......................... 132 
韦光彬......................... 123 
韦庆旺...................... 52,53 
韦晓............................... 93 
韦志中......................... 111 
卫朝选......................... 111 
魏华............................... 65 
魏玲............................... 33 
魏萍............................... 50 
魏夏琰........................... 54 
魏新益......................... 115 
魏星............................. 144 
魏宇翔......................... 123 
魏子晗........................... 95 
温芳芳...................... 92,93 
温锦鹏......................... 134 
温兴盛.................. 137,144 
文鹏............................... 55 
闻嘉宁........................... 86 
翁雪玲......................... 123 
乌斯日格 ..................... 132 
吴福霜........................... 89 
吴国来........................... 72 
吴建校......................... 148 
吴健辉...................... 33,50 
吴娇............................... 33 
吴婧轩......................... 113 
吴俊莹........................... 32 
吴礼沐......................... 141 
吴梦雪......................... 128 
吴琴............................. 132 
吴清........................ 69,102 
吴柔嘉........................... 89 
吴睿............................. 108 
吴胜涛...................... 51,52 
吴晓华......................... 118 
吴心玥........................... 88 
吴漾............................. 127 
吴咏梅........................... 54 

吴雨晨......................... 102 
吴昭含.................. 128,137 
吴赵敏........................... 32 
吴宙.......................... 58,59 
伍海燕........................... 36 
伍莉........................ 60,114 
伍新春............ 28,35,37,97 
伍珍............................... 51 
武礼杨......................... 107 
武如云......................... 131 
武媛媛......................... 123 
武志红........................... 24 
夏海硕......................... 108 
夏礼胜......................... 128 
夏凌翔.................... 39,111 
夏秀娟........................... 79 
夏云川........................... 72 
冼美君........................... 80 
相慧杰........................... 77 
向雨岫......................... 115 
项珵............................. 126 
项明强........................... 86 
肖曼曼............. 63,106,146 
肖琦凯........................... 56 
肖茜丹......................... 115 
肖兴学......................... 119 
肖雪珍......................... 108 
谢安琪......................... 126 
谢东杰........................... 93 
谢嘉妍......................... 106 
谢流芳......................... 139 
谢履羽......................... 124 
谢孟哲......................... 114 
谢瑞波........................... 28 
谢桐............................. 113 
谢童............................. 127 
谢肖蔚..... 43,45,93,95,118 
谢宇格......................... 120 
信同童........................... 68 
邢采.......................... 40,45 
邢慧琳........................... 72 
邢淑芬...........................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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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轩 .............................. 87 
徐步霄 .......................... 51 
徐芬 .............................. 76 
徐建平 .......................... 90 
徐健捷 ................... 99,107 
徐亮 .............................. 86 
徐玲玲 .......................... 65 
徐美玲 .......................... 61 
徐梦思 .......................... 68 
徐明杰 ................. 125,129 
徐茹茹 ........................ 137 
徐守森 .......................... 38 
徐四华 ........................ 101 
徐暾 .............................. 69 
徐铱娜 ........................ 134 
徐莹 ............................ 114 
徐子君 ........................ 128 
徐祖年 ........................ 115 
许川勇 ........................ 108 
许春艳 ........................ 106 
许存 .............................. 98 
许海云 .......................... 34 
许红慧 .......................... 58 
许慧惠 .......................... 91 
许洁 ............................ 117 
许丽颖 .......................... 52 
许琳旋 .......................... 62 
许梦迪 ........................ 146 
许娜 ............................ 143 
许舒玲 ................. 127,128 
许小倩 ........................ 126 
许一诺 ........................ 147 
许玉晴 ........................ 126 
许云鹏 ........................ 119 
玄哲理 ........................ 124 
薛璐璐 .......................... 90 
闫国利 ................... 58,150 
闫晶 ............................ 112 
闫静茹 ................. 111,126 
闫伟 .............................. 52 
闫永洁 ........................ 108 
闫云帆 ........................ 115 

严超赣........................... 46 
严世振........................... 82 
严万森......................... 135 
阎书昌........................... 79 
颜春辉......................... 143 
颜涵............................... 57 
颜文靖........................... 35 
燕小辉........................... 66 
杨阿丽......................... 143 
杨安............................... 83 
杨波.............. 39,43,99,104 
杨畅............................. 145 
杨琛............................... 98 
杨春亮........................... 23 
杨丹宁......................... 130 
杨迪............................. 123 
杨馥源........................... 56 
杨国春......................... 140 
杨海波........................... 24 
杨晗雪........................... 84 
杨静静......................... 118 
杨娟............................... 33 
杨娟........................ 33,142 
杨娟华......................... 142 
杨丽萍........................... 60 
杨莉萍........................... 45 
杨林川......................... 110 
杨青松......................... 137 
杨群............................... 57 
杨如姣........................... 39 
杨蕊............................. 125 
杨沈龙........................... 51 
杨思兰......................... 102 
杨天卉........................... 71 
杨文登........................... 38 
杨文静......................... 126 
杨夕渟......................... 136 
杨西玛........................... 97 
杨小洋........................... 31 
杨晓娟......................... 111 
杨晓梦.................... 77,109 
杨心玥......................... 132 

杨亚楠........................... 62 
杨亚琦.................. 116,124 
杨艳............................. 128 
杨阳........................ 55,113 
杨洋............................... 61 
杨逸群......................... 131 
杨颍............................. 133 
杨玉川......................... 129 
杨远............................... 48 
杨之绪........................... 94 
杨忠萍......................... 134 
仰健英......................... 143 
姚树桥...................... 33,84 
姚爽............................. 133 
姚晓萃........................... 54 
姚奕............................. 115 
姚昭............................. 137 
姚子琰........................... 85 
药盼盼........................... 48 
叶含雪........................... 93 
叶建梅........................... 62 
叶俊延......................... 135 
叶猛............................. 113 
叶倩............................... 81 
叶雯............................. 141 
叶秀敏.................. 115,141 
叶旭春.................... 62,103 
叶莹莹......................... 110 
叶钰侨...................... 86,95 
殷锦绣........................... 64 
殷丽君......................... 108 
殷琳............................. 124 
尹彬............................. 111 
尹菲............................. 136 
尹桂玲......................... 123 
尹可丽........................... 53 
尹俐............................. 135 
尹述飞...................... 31,41 
尹相文......................... 117 
应洁峰......................... 131 
应鹏星........................... 62 
应小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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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清秀 .......................... 96 
尤晓慧 .......................... 90 
游自立 .......................... 34 
於文苑 .......................... 81 
于斌 .............................. 84 
于秒 .............................. 48 
于巧芳 .......................... 60 
于玮烨 ........................ 136 
于文军 ........................ 127 
于晓琳 ........................ 140 
于昕洋 .......................... 80 
于艺凝 ........................ 134 
于源馨 .......................... 54 
余嘉欣 .......................... 89 
余洁静 ................... 57,116 
余可可 .......................... 42 
余萌 .............................. 99 
余明秀 ........................ 130 
余思 .............................. 38 
余素芳 ........................ 132 
余益兵 ........................ 131 
余永金 .......................... 29 
虞承菲 ........................ 112 
喻达 ............................ 141 
喻丰 .............................. 52 
喻珏 ............................ 105 
元栋娟 ........................ 113 
员东婷 ........................ 120 
袁加锦 ........................ 106 
袁凯 .............................. 40 
袁明羽 .......................... 76 
袁平平 ........................ 114 
袁逖飞 .......................... 34 
袁雯 ............................ 122 
原彬科 ........................ 146 
岳童 ............................ 135 
臧传丽 ........................ 109 
臧宁 .............................. 71 
臧学莲 .......................... 33 
臧寅垠 .......................... 57 
臧玉峰 ... 1,2,23,32,46,150 
翟博宇 .......................... 56 

翟苏敏......................... 106 
詹沛达........................... 90 
占斌............................. 138 
战祥平......................... 137 
张傲雪......................... 122 
张傲子......................... 137 
张宝山...................... 31,49 
张斌梅子 ....................... 39 
张波............................. 142 
张彩迪......................... 132 
张成秀......................... 119 
张楚婕......................... 113 
张丹............................... 45 
张迪............................... 35 
张东成.................. 118,133 
张冬静......................... 105 
张方屹......................... 127 
张锋............................... 44 
张凤...................... 100,121 
张谷吟......................... 135 
张国礼........................... 85 
张海博......................... 105 
张行............................... 30 
张航............................. 145 
张号博......................... 140 
张皓月........................... 93 
张和云......................... 144 
张洪岩......................... 122 
张环............................... 81 
张慧............................... 60 
张佳琳........................... 58 
张杰............................. 140 
张洁............................... 29 
张金凤........................... 83 
张锦坤........................... 71 
张靖枫........................... 43 
张靖昊...................... 83,93 
张静平......................... 103 
张俊峰......................... 101 
张柯............................. 141 
张乐............................. 146 
张蕾...................... 106,108 

张骊凡......................... 123 
张丽........................ 77,128 
张丽锦........................... 77 
张利萍......................... 132 
张沥今...................... 58,91 
张亮............................... 33 
张林............................. 118 
张龙飞........................... 91 
张璐...................... 121,125 
张萌.......................... 37,73 
张蒙............................... 75 
张孟鹤........................... 96 
张梦茹......................... 138 
张敏.......................... 55,91 
张敏强........................... 91 
张名琛........................... 98 
张明............................... 81 
张娜............................... 72 
张鹏............................... 77 
张奇............................... 71 
张琪.......................... 58,63 
张茜............................. 115 
张沁............................. 127 
张清瑶........................... 75 
张群............................. 107 
张荣...................... 102,136 
张榕岩........................... 76 
张瑞星.................... 42,102 
张杉............................. 114 
张诗琪......................... 114 
张诗雅......................... 139 
张姝佳........................... 71 
张思...................... 125,131 
张思玄......................... 131 
张彤............................... 99 
张旺信........................... 89 
张威威......................... 100 
张玮............................. 123 
张文............ 29,69,107,119 
张文海......................... 107 
张文墨........................... 69 
张雯........................ 29,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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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宵 ............................ 132 
张小丽 ........................ 124 
张小远 .......................... 38 
张晓洁 ........................ 123 
张晓月 ........................ 143 
张馨月 .......................... 81 
张鑫 .............................. 77 
张星杰 ........................ 133 
张兴瑞 ........................ 132 
张烜 .............................. 42 
张雪萌 .......................... 68 
张雅 .............................. 44 
张严文 ................. 109,114 
张彦彦 .......................... 51 
张一凡 ........... 55,74,77,82 
张一静 .......................... 65 
张依宁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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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云创启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虚拟现实合作伙伴

扫一扫免费获取PsycFlow

PsycFlow心理学实验流程引擎中间件

实验案例
视觉搜索                    赌博决策                    虚拟购物决策                    听力康复训练

产品简介
PsycFlow心理学实验流程引擎中间件，帮助老师
和科研人员快速开发基于虚拟现实的心理学及相
关领域实验。
PsycFlow基于Vizard开发，可满足多种复杂实验
流程的搭建，例如：串联模式、并联模式、相嵌模
式、平衡模式。同时也可根据前置条件的不同选择
不同的执行分支。
通过PsycFlow可随意定义Trial核心流程和Block
数量，可轻松配置节点的呈现时长和响应方式，从
而控制实验刺激的呈现和反应数据的收集。支持
同步渲染和异步渲染两种运行模式，同步渲染保
证刺激呈现与打码同步的极小延迟，异步渲染保
证复杂场景的运行效率。
通过PsycFlow心理学实验流程引擎中间件可大大
降低虚拟现实实验开发难度，提高开发效率。

关于我们
北京云创启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3 年成立于
北京，企业注册资本 1000 万，是美国 WorldViz
公司官方授权的大中华区唯一的技术服务中心、
技术研发中心和技术培训中心。
旗下品牌 T3VR 致力于心理学研究与虚拟现实技
术的创新结合与应用实践。在教学、培训和科研
等方面为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提供具有
竞争力的产品和增值服务。
美国 WorldViz 公司旗下的明星产品虚拟现实开
发引擎 Vizard、高精度主动红外大空间定位系统
PPT-N 在全球心理学研究领域享誉盛名，为科研
提供了强有力的辅助作用。
我司开发团队为了帮助更多心理学科研人员快速
掌握虚拟现实开发引擎 Vizard 的使用，编著了

《Vizard 虚拟现实开发指南》并已出版发行。目
前已有百余篇已发表论文均是基于这些产品进行
的科学研究。



杭州师范大学心理科学研究院社会服务项目：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相关技术免费培训 

 为了加强社会服务，由杭州师范大学臧玉峰教授发起了关于脑影像研究者的相关技术

免费培训，从公益性培训推出至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目前已经成功举办 9 期，数千人参

加，学员的背景包括：心理学、精神科、神经科、放射科、生物医学工程、数学、磁共振

物理等。 

 

 已举办的免费公益培训中，我们每期都会邀请相关领域的国内外顶级专家授课，包

括：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相关技术、大脑功能连接相关介绍、复杂脑网络的方法及应用、弥

散磁共振人脑影像的基本原理及分析方法、人脑皮层局部功能一致性——从信度到效度、

基于皮层的静息态数据分析、动脉血标记的关注磁共振成像技术及其应用等。每期都有数

百人参加（详细往期课表见文末）。 

 

 根据以往大家的反馈与建议，我们后续还会继续开展与心理学相关的脑影像有关技术

课程，如：E-prime 及实验设计、任务态 fMRI 数据分析、Psychtoolbox 介绍及实验设计、

PPI 研究及相关技术、眼动的基本原理及相关实验设计、EEG/ERP 的基本原理及数据处理及

fNIRS 基本原理及实验设计等大家感兴趣的课程。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免费培训，我们建立了相应讨论群及答疑群。每月最新免费培训通

知发布在 www.restfmri.net 网站及“静息态功能磁共振”微信公众号上。 

也可以联系贾熙泽获取最新的培训通知或向我们建议您感兴趣的技术。 

贾熙泽  微信：rsfmri 

        邮箱：rsfmri@foxmail.com  

（扫码加入讨论及答疑群） 

 

 

 



已成功举办的部分免费培训课程 

第九期（2019 年 9 月 29 日），415 人报名参加 

王泽：ASL 成像技术及其应用 

臧玉峰：Resting-state fMRI and “state” fMRI design 

贾熙泽：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分析 

 

第八期（2019 年 8 月 17 日），316 人报名参加 

严超赣：DPABISurf：Go To Surface-Based Resting-State fMRI Data Aaalysis 

臧玉峰：Resting-state fMRI and “state” fMRI design 

贾熙泽：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分析 

 

第七期（2019 年 7 月 21 日），493 人报名参加 

左西年:人脑皮层局部功能一致性-从信度到效度 

臧玉峰：Resting-state fMRI and “state” fMRI design 

贾熙泽：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分析 

 

第六期（2019 年 6 月 22 日）311 人报名参加 

龚高浪：弥散磁共振人脑影像的基本原理与分析方法 

臧玉峰：Resting-state fMRI and “state” fMRI design 

贾熙泽：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分析 

 

第五期（2019 年 5 月 19 日），468 人报名参加 

贺永：复杂脑网络：方法及应用 

臧玉峰：Resting-state fMRI and “state” fMRI design 

贾熙泽：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数据分析 

 

第四期（2019 年 04 月 14 日），181 人报名参加 

臧玉峰：Resting-state fMRI and “state” fMRI design 

吕亚婷：Non-invasive identification of perfusion deficits in brain ischemia: fMRI study 

贾熙泽：Resting-state fMRI data analysis 

 

第三期（2019 年 3 月 17 号），423 人报名参加 

臧玉峰：Resting-state fMRI and “state” fMRI design 

臧振享：Introduction to brain connectivity 

贾熙泽：Resting-state fMRI data analysis 

 

第二期（2019 年 2 月 23 号），266 人报名参加 

臧玉峰：Resting-state fMRI and “state” fMRI design 

贾熙泽：Resting-state fMRI data analysis 

 

第一期（2018 年 10 月 15 号，本期限制人数），30 人报名参加 

臧玉峰：Resting-state fMRI and “state” fMRI design 

贾熙泽：Resting-state fMRI data analysis 

 



杭州师范大学心理学学科简介 

杭师大心理学系建于 2000 年，2003 年设二级硕士点，2010 年成为一级硕

士点，现有两个本科专业：应用心理学和特殊教育专业。2012 年获批“浙江省认

知障碍评估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2016 年被评为浙江省一流学科，2016 年成立

“心理科学研究院”，2017 年成立了“婚姻家庭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与研究浙

江分中心”，是“浙江省高校心理危机干预研究中心”挂靠单位。 

    杭师大心理学科以教育和临床应用为导向，侧重关注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及

其干预策略，形成了以临床认知神经科学、儿童说谎的机制与应用研究、儿童注

意与注意相关障碍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儿童青少年网游成瘾的机制与干预研究、

脑影像方法学等特色研究方向。 

学科现有专职教师 51 人，正高级职称 19 人，其中国家千人（B）1 名，浙

江省钱江学者 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 人，博士比例 85.1%，外籍全职 1 人。

已主持国家级项目的有 30 人。学科骨干和青年教师均具有博士学位，38 岁以下

有 14 人主持国家级课题。 

近五年，本学科承担国家级课题 24 项，经费 1535.23 万元；承担省部级课

题 21 项，经费 393.6 万元；发表 SCI/SSCI 论文 287 篇，一级期刊论文 16 篇，

其他核心期刊论文 157 篇。心理科学学科的快速发展，成功助力杭师大“神经科

学与行为科学”成为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的学科（心理学贡献超 70%）。根

据侧重科研实力的“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杭师大在内地大学心理学科排名

第 6-9 位（2019），其中篇均被引用率排第一。 

学科现有磁共振成像仪及其兼容的脑电、经颅磁刺激仪、近红外光谱仪、眼

动仪等完善的心理学研究平台，设备总价值超过 3500 万元。杭州师范大学心理

学学科是目前唯一一家将研究专用磁共振安装在医院的单位，并安装了大陆第一

台机器人经颅磁刺激仪。在心理学与脑疾病的结合方面，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杭州师范大学心理学学科的发展目标是，建设成为浙江省乃至全国一流脑科

学与心理科学的学术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中心、社会服务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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