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医学院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 

2020 年度科研项目立项通知 

 

各单位： 

 经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都医学院四川应用

心理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评审通过，现将各单位 2020 年度科

研项目立项情况通知如下（具体项目见附件 1）。请按照相关管

理办法要求，强化项目管理、经费管理及行为管理（具体管理办

法见附件 2），将中心划拨的科研经费安排到课题组，并将各单

位配套经费落实到位，专款专用，加强科研廉政风险防范，推进

项目实施、项目验收等工作，确保顺利完成。 

 

 

成都医学院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 

2020 年 9 月 2 日 

 

 

四川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成都医学院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 



附件 1： 

2020 年成都医学院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立项情况一览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负责人 单  位 项目类别 
经费 

(单位：元) 

1 CSXL-201A01 权力促进还是抑制亲社会行为？人格与情境的调节作用 王建峰 成都医学院 重点项目 18000 

2 CSXL-201B02 新冠疫情下医学生参与临床医疗工作意愿及心理状态分析 王少清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重点项目 10000 

3 CSXL-202A01 重大突发事件下老年人风险感知与调控策略研究 蔡  林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面上项目 4000 

4 CSXL-202A02 
游戏化康复锻炼促进脑卒中老年患者下肢运动功能恢复的心理机

制研究 
李俊一 四川师范大学 面上项目 4000 

5 CSXL-202A03 压力事件对青少年性行为的影响机制 罗  佳 四川师范大学 面上项目 4000 

6 CSXL-202A04 睡眠质量、昼夜节律类型对不同时段记忆效果的影响研究 宗  羽 成都师范学院 面上项目 4000 

7 CSXL-202A05 非亲属情感支持对留守老人孤独感影响研究 夏晓红 川北医学院 面上项目 4000 

8 CSXL-202A06 老年慢性病患者遵医服药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健康信念模型 潘秋予 川北医学院 面上项目 4000 

9 CSXL-202A07 基于层次结构模型的群体情绪监控预警研究 林  薇 成都中医药大学 面上项目 4000 

10 CSXL-202A08 首发未治疗的缺陷及非缺陷型精神分裂症的神经心理内表型研究 李  喆 四川大学 面上项目 4000 

11 CSXL-202A09 辅导员视角下的高校心理问题学生的发现和帮扶工作研究 黎红友 四川大学 面上项目 4000 

12 CSXL-202A1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发疫情期间公众心理行为调查及干预策略研

究 
罗劲梅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面上项目 4000 

13 CSXL-202A11 事件相关电位联合心理测验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评估 肖黎黎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面上项目 4000 



14 CSXL-202A12 
新冠肺炎疫情下临床医学高年级学生就业心理现状及影响机制研

究 
杨  建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面上项目 4000 

15 CSXL-202A13 增强型体外反搏治疗缺血性脑卒中后抑郁的疗效观察及机制探讨 江  园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面上项目 4000 

16 CSXL-202A14 癫痫共患病患者认知功能损害筛查、诊断和治疗 马勋泰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面上项目 4000 

17 CSXL-202A15 正念训练在规培护士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吴  爵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面上项目 4000 

18 CSXL-202A16 医学生知觉压力、个人资源及情绪困扰的关系研究 程  兰 成都医学院 面上项目 4000 

19 CSXL-202A17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媒体暴露对心理应激的影响及干预 何相材 成都医学院 面上项目 4000 

20 CSXL-202A18 资源理论视角下失能老人心理健康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黄雅莲 成都医学院 面上项目 4000 

21 CSXL-202A19 基于协同学的儿童含糖饮料使用行为发展动力学机制研究 辛军国 成都医学院 面上项目 4000 

22 CSXL-202A20 基于数据挖掘的产后抑郁症中医临床辨证论治规律研究 郑人源 成都医学院 面上项目 4000 

23 CSXL-202A21 互联网+背景下青少年数字化阅读心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周红利 成都医学院 面上项目 4000 

24 CSXL-202A22 保护动机理论在高校青年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朱彦锋 成都医学院 面上项目 4000 

25 CSXL-202B01 小学生防性侵意识和能力现状及教育对策研究——以泸州为例 寻芒芒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面上项目 3000 

26 CSXL-202B02 英汉语“时间是空间”隐喻的投射发生机制及认知模型 陈  辰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面上项目 3000 

27 CSXL-202B03 大学生绘画解读与心理干预研究 杨子昕 川北医学院 面上项目 3000 

28 CSXL-202B04 
“三生教育”理念下电影生态治疗技术在残障青少年心理辅导中

的运用 
刘  琴 乐山师范学院 面上项目 3000 

29 CSXL-202B05 动画电影中的梦境叙事与认知 陈  矿 成都大学 面上项目 3000 

30 CSXL-202B06 青少年健康信息素养与健康信息行为的关系模型建构研究 邓昌杰 内江师范学院 面上项目 3000 



31 CSXL-202B07 事件相关电位对有害气体中毒后迟发型脑病的认知功能评定 杜雨欣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面上项目 3000 

32 CSXL-202B08 
基于“肝肾同源”理论的中医调护方法对老年 2 型糖尿病伴抑郁

状态患者的实践研究 
王红艳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面上项目 3000 

33 CSXL-202B09 
小丑医生医疗模式改善青年癌症患者不良心理状态作用的初步探

索 
张  杰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面上项目 3000 

34 CSXL-202B10 “4R—心理应对”模式构建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研究 韩  琴 成都医学院 面上项目 3000 

35 CSXL-202B11 糖尿病肾病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及危险因素研究 李飞燕 成都医学院 面上项目 3000 

36 CSXL-203001 “问题的情境诠释思维模式”构建及其在特殊教育中的运用研究 徐  波 乐山师范学院 自筹项目 0 

37 CSXL-203002 
团队职业韧性视角下医护人员工作边界与工作持续投入的关系研

究 
刘良菊 四川大学 自筹项目 0 

38 CSXL-203003 内隐宽恕水平与大学生寝室人际冲突关系研究 姚伟宁 西南石油大学 自筹项目 0 

39 CSXL-203004 太极拳运动对城市社区老年人心理健康及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赵丰超 西南交通大学 自筹项目 0 

40 CSXL-203005 
基于 MRI 影像组学通过脑功能连接构建抑郁症辅助诊断模型的研

究 
李宏伟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自筹项目 0 

41 CSXL-203006 青少年抑郁症自杀行为的磁共振脑网络影像研究 周  明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自筹项目 0 

42 CSXL-203007 
失眠症的认知行为治疗（CBTI）治疗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NSSI）

的疗效研究 
朱  玲 德阳市人民医院 自筹项目 0 

43 CSXL-203008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临床护士共情疲劳现状及影响机制研究 阳君蓉 德阳市人民医院 自筹项目 0 

44 CSXL-203009 
心理一致感对医务人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影

响：应对方式的双重中介作用 
代  萍 德阳市人民医院 自筹项目 0 

45 CSXL-203010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综合医院住院患者心理评估预警系统的构

建与应用—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何容芳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自筹项目 0 



46 CSXL-203011 三叉神经痛患者生活质量研究 罗业姣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自筹项目 0 

47 CSXL-203012 小丑医生介入住院患儿负面情绪反应影响的研究 宁雪梅 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自筹项目 0 

48 CSXL-203013 老年人社区社会资本与健康促进行为的相关性研究 李扬萩 成都医学院 自筹项目 0 

49 CSXL-203014 心理资本视域下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健康路径研究 孟  荣 成都医学院 自筹项目 0 

50 CSXL-203015 
老年痴呆及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神经心理学变化与海马萎缩

的关系研究 
伍丽娜 成都医学院 自筹项目 0 

51 CSXL-203016 
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知调查的中医专业新生思维模式分析及导

向探究 
张  琴 成都医学院 自筹项目 0 

52 CSXL-203017 四川高校司法鉴定机构人员心理弹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张  睿 成都医学院 自筹项目 0 

53 CSXL-203018 羽毛球运动对大学生焦虑的影响作用研究 赵  科 成都医学院 自筹项目 0 

54 CSXL-203019 基础医学硕士研究生学习焦虑现状调研 程  丽 成都医学院 自筹项目 0 

 

  



附件 2： 

成都医学院四川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项目管理办法 

1、请各项目负责人到中心网站下载专区中下载“项目责任书”，

填写好（一式三份）并加盖公章后,用 EMS 及时寄回中心办公室（2020

年 9 月 30 日截止），同时严格按项目目标责任书的要求完成研究工

作。 

2、按有关规定，重点项目一般在 2—3年之内完成，面上项目及

自筹项目一般在 2 年内完成。研究中心拟于 2021 年上半年进行课题

研究进展情况的中期检查，请课题负责人做好准备。 

3、请项目负责人及时将贵单位财务的帐号、开户行告之研究中

心办公室，同时请出具正式财务收据或发票（立项拨款为总经费的 1

/2，剩余 1/2经费结题后拨付）与项目责任书一并及时寄回中心办公

室，以便我们尽快划拨中心的资助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