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毕业论文题目 学号 姓名 专业 指导教师
成绩评定（百

分制）

1 描述性规范对于儿童亲社会评价的影响 3190101609 祁雲锦 心理学 何洁

2 青少年校园欺凌对内外化问题的影响 3190102230 吴景焕 心理学 周宵

3 家庭教养对于儿童学校适应的影响 3190103270 黄柘 心理学 何洁

4
孩子对不同父母之间冲突的反应:母亲

、继父、父亲和继母
3190103598 邵雨谦 心理学 徐青

5 洪涝灾后青少年创伤心理研究 3190104089 徐永咏
心理学
（求是科
学班）

周宵

6 青少年校园欺凌对内外化问题的影响 3190105238 盛静格 心理学 周宵

7 儿童气质与自我认知的关系研究 3190105495 高诗淇 心理学 何洁

8 过度教养行为的中美跨文化比较 3190106295 白玛拉姆 心理学 洪佩佩

9
继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支持: 继母和继父

的不同角色研究
3190300268 陈仪恬 心理学 徐青

10 过度教养对子女生涯过渡的影响研究 3190300525 庄心怡 心理学 洪佩佩

11 过度教养行为的中美跨文化比较 3190300857 陈泽灵 心理学 洪佩佩

12 儿童青少年与继父母互动模式研究 3199801017 刘思琦 心理学 徐青

心理系2023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开题答辩打分表（第一组）



序号 毕业论文题目 学号 姓名 专业 指导教师
成绩评定（百

分制）

1 无意识奖赏学习的机制 3180102727 徐怡婷 法语 龚梦园

2 枕顶叶在特征关系中的因果作用 3190101881 陈仕慨
心理学
（求是科
学班）

龚梦园

3 视觉表象对视觉觉察的影响机制 3190102138 陈泽锋 心理学 高在峰

4 奖赏驱动无意识特征关系的注意捕获 3190102189 陈泊霖 心理学 龚梦园

5
工作记忆中基于客体的编码机制：微眼

跳证据
3190102884 陈芝韵

心理学
（求是科
学班）

高在峰

6 感觉运动加工 3190103600 赵都成 心理学 操礼遇

7
社会工作记忆与共情水平的关系：自然

动态范式下的探究
3190103617 许楠 心理学 高在峰

8
人类空间导航中元认知具有线索特异性

吗？
3190104968 兰奎 心理学 陈小丽

9 奖赏对特征关系的注意调控 3190104990 张晓冬 心理学 龚梦园

10 空间同步性对空间线索整合的影响 3190105687 黄薛怡 心理学 陈小丽

11 反馈信息对空间信息整合的影响 3190300247 邱楗扬 心理学 陈小丽

12 感觉运动加工 3190300838 刘雪琪
自动化
（控制）

操礼遇

心理系2023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开题答辩打分表（第二组）



序号 毕业论文题目 学号 姓名 专业 指导教师
成绩评定（百

分制）

1
人机协同领导中协同程度对领导效能感

知的影响
3190101817 黄国际 心理学 刘争光

2
消费行为如何影响他人对其人格特征的

评价--以企业家为例
3190101975 宗心雨 心理学 钟建安

3 个体计算式思维与道德妥协的关系 3190102489 王士祺 心理学 吴明证

4 信息量对无相关条件下相关判断的影响 3190102831 林涛 心理学 戴俊毅

5 人机协同领导中的性别组合及差异研究 3190102844 孟维 心理学 刘争光

6 人才测评中的迫选题开发研究 3190104717 史浩然 心理学 刘争光/郑婵金

7
同事建言内容相似性对旁观员工支持行

为的影响
3190104934 彭亭彰 心理学 钟建安

8
协同领导中权利地位感知对领导效能的

影响
3190104989 陈昊 心理学 刘争光

9 自利偏差视角在拖延决策中的作用 3190105400 卢忠杰 心理学 张顺民

10 高低拖延个体的任务决策及执行差异 3190105532 袁鸿宇 心理学 张顺民

11 人对智能机器的道德决策期望研究 3190300281 李宏恺 心理学 吴明证

12 人们的滥用帮助感知与亲社会性的关系 3190300361 张泳翔 心理学 吴明证

心理系2023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开题答辩打分表（第三组）



序号 毕业论文题目 学号 姓名 专业 指导教师
成绩评定（百

分制）

1 情绪刺激对幼儿刷新能力的影响 3190100888 邱雨旸 心理学 王腾飞

2 游戏对儿童注意控制能力的影响 3190102826 林姿怡 心理学 张琼

3 情绪刺激对幼儿认知灵活性的影响 3190102880 陈嘉诚 心理学 王腾飞

4 反刍思维 3190104424 李慧真 心理学 杨宏飞

5 解释对人机协作信任修复的影响 3190104527 白张昀凡 心理学 陈珂

6 反刍思维研究 3190104687 杨曼 心理学 杨宏飞

7
母亲认知敏感性与婴幼儿共同注意的关

系
3190105228 吴天琪 心理学 张琼

8
母亲认知敏感性与婴儿注意控制能力的

关系
3190105259 刘美希 心理学 张琼

9 情绪刺激对幼儿抑制能力的影响 3190105459 龙依静 心理学 王腾飞

10 精神障碍社会互动异常的研究 3190105619 温雅岚 心理学 陈骥

11 反刍思维研究 3190106294 康吉云珍 心理学 杨宏飞

心理系2023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开题答辩打分表（第四组）



序号 毕业论文题目 学号 姓名 专业 指导教师
成绩评定（百

分制）

1 认知功能与阿尔兹海默症遗传风险 3160102605 钱舒皓珩 心理学 孔祥祯

2 基于手机游戏的空间导航能力测评 3170104147 王俊楠
应用心理

学
孔祥祯

3
不同精神疾病亚临床群体的快感缺失差
异初探：基于社会快感缺失、抑郁和孤

独特质群体

3190101688 蒲婕 心理学 陈辉/陈楚侨

4 合作学习的生理同步机制 3190101801 张轩睿 心理学 潘亚峰

5 瞳孔直径对面孔统计信息的反映 3190102034 薛捷捷 心理学 王英英

6 自然语言中语境对词汇语义加工的作用 3190102527 刘一诺
心理学
（求是科
学班）

孔祥祯

7 面孔集群信息的自动化加工 3190102879 郭俊震
心理学
（求是科
学班）

王英英

8 视觉搜索是否会记忆已经搜索过的位置 3190103608 余依岚 心理学 李峙

9
基于深度学习判断大脑功能与结构偶联

预测阿尔兹海默症
3190103881 胡浩宇

心理学
（求是科
学班）

孔祥祯/李超

10 视觉工作记忆元认知过程研究 3190105255 刘木垚 心理学 蔡瑛

11
后顶叶无创电刺激对工作记忆容量的影

响
3190106063 许源 心理学 蔡瑛

12 社交媒体过度使用者的注意控制 3190106293 蒋照利 心理学 张萌

心理系2023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开题答辩打分表（第五组）



序号 毕业论文题目 学号 姓名 专业 指导教师
成绩评定（百

分制）

1 儿童数量认知的前置条件探究 3180100832 宋红阳 心理学 符德江

2
网络游戏障碍者在序列决策中的探索-

利用倾向
3180300037 范乔翡 心理学 张萌

3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基于视听双通道

的情绪冲突效应研究
3190102835 付金鹏 心理学 方霞

4 游戏中断诱发的情绪反应及脑活动 3190103411 鲍研萌
心理学
（求是科
学班）

胡玉正

5
数学学习资源对正式家庭教育活动与幼

儿数学能力关系的调节作用
3190103470 吴思宇 心理学 卫薇

6 社交媒体过度使用者的信息寻求模式 3190103602 贝青强 心理学 张萌

7 情绪对跨期决策的影响 3190105682 汪柯杨 心理学 符德江

8 联想学习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3190105755 谢继锋 心理学 符德江

9
短视频观看诱发的沉浸体验及对应脑活

动
3190106228 薛唯琛 心理学 胡玉正

10
“基本”和“非基本”情绪的动态表情

优势效应的研究
3190300493 陈惠敏 心理学 方霞

11 心理距离对消费决策的影响 3199901020 肖金鹏 心理学 符德江

心理系2023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开题答辩打分表（第六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