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学号 姓名 导师 开题题目 研究方法 备注 

开题组成员（标明组长）、时间、地点、开题秘书 

    2019 年 12 月 10 日（周二）上午 8：30-12：30   乔东平（主席）、张玉荣、卫小将     地点：2026 会议室      开题秘书：王若熙 

1 201822240001  白洁 王晔安/王曦影 小组工作介入性少数群体互助网络的建构 质性   

2 201822240002  高士惠 杨力超 

社会工作视角下流动儿童的贫困体验—以北京市 X

小学为案例的质性研究 

质性   

3 201822240005  胡薇 屈智勇 

社会工作大学生在学校环境中递送 TF-CBT 的优势

及其自我效能对干预效果的影响 

定性   

4 201822240013  梁超然 王曦影 中学生恋爱与父母教养方式 质性   

5 201822240014  林依彤 王曦影 家长应对跨性别青少年问题的心路历程研究 质性   

6 201822240031  许志财 徐月宾 自闭症儿童家庭照料困境与应对策略研究 质性   



7 201822240026  魏明君 屈智勇 父母管理训练对改善儿童对立违抗行为的影响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8 201722240030  申童童 王曦影 家庭暴力幸存者亲密关系中的经济控制 质性   

2019 年 12 月 13 日（周五）上午 8：30-12：00  王新松（主席）、陈彬莉、陈锋    地点：2026 会议室     开题秘书：高士惠 

1 201822240009  李乐 徐月宾 再婚老年人家庭关系研究 质性    

2 201822240022  王若熙 乔东平 MSW 学生择业意愿研究 质性   

3 201828240001  陈月 张欢/王晔安 新社会工作者职业适应初期的抗逆力过程研究 质性   

4 201828240005  琚罗亦 田东华 

乳腺癌幸存者与志愿服务：创伤后成长视角的质性

研究 

质性   

5 201828240007  刘丹青 徐月宾 

代际团结与冲突：老年父母与成年子女的日常互动

研究 

质性   

6 201828240009  孟美琪 徐月宾/付媛媛 高知老年人退休生活和养老需求的选择 质性   

7 201828240014  孙俊卿 乔东平 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研究——基于未成年人保护视角 质性   



2019 年 12 月 12 日（周四）下午 2：00-5：30  田明（主席）、杨力超、 许斌    地点：2026 会议室    开题秘书：刘丹青 

1 201822240019  尚腊能 张欢/王晔安 

民族地区民间公益组织情境合法性的建构路径研究

——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区的 R 机构

为例 

质性   

2 201828240011  芮翘楚 屈智勇/陶传进 慈善法视角下基金会在慈善信托中的角色探究 质性   

3 201828240015  孙越 张欢/王晔安 

珠海市工会社会工作的现状与挑战—以珠海市总工

会工友驿站为例 

质性   

4 201828240016  王颢博 张欢/王晔安 

基于 CIPP 模型对农村女性赋能项目评估——以 Y

基金会“乡村女性赋能”项目为例 

质性   

5 201828240018  夏泽 乔东平 

志愿服务参与精准扶贫模式与机制探究——基于25

份志愿扶贫案例比较研究 

质性   

6 201828240023  周彦君 陶传进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需求评估的现状及反思 质性   



7 201822240025  魏慧娟 陶传进/张维军 政府购买服务评估：从形式到实质路径研究 质性   

2019 年 12 月 15 日（周日）下午 2：30-5：30   屈智勇（主席）、杨立军 、向小平   地点：2026 会议室   开题秘书：刘丹青 

1 201822240003  龚宇畅 乔东平 

学困生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小组工作干预研究——以

浙江省 C 小学为例 

混合性偏量化   

2 201822240006  贾燕璐 付媛媛 家庭照顾者的照顾负担与抑郁的关系研究 定量   

3 201822240030  许媛源 徐月宾 家庭照顾者的工作家庭平衡及照顾负担关系研究 定量   

4 201822240011  李敏宜 王晔安 

童话与游戏对改善农民工子弟儿童心理健康研究—

—以北京市 H 农民工子弟学校为例 

混合偏定量   

5 201822240024  王紫薇 王晓华 ACE 与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定量   

6 201822240032  张高媛 王晓华 同伴关系与自尊：年级的调节作用 定量   

  2019 年 12 月 13 日（周五）上午 9：00-12：00    王晓华(主席)、张维军、周华珍     地点：2033 会议室   开题秘书：张晓昶  

1 201822240016  刘雨荻 屈智勇 父母管理训练对小学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及品行 定量   



障碍的干预研究 

2 201822240021  王瀚冰 屈智勇 

父母管理训练模式下对家长情绪识别与调节技能的

影响——基于家庭教育小组的干预研究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3 201822240023  王玮玮 屈智勇 

社会工作大学生递送以学校为基础的 TFCBT 小组干

预的 

培训和监督模式评价研究 

混合方法偏量化   

4 201828240017  王雅倩 乔东平 生命教育对小学生自我效能感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定量和定性相结合   

5 201822240038  周瑞福 屈智勇 

运用TF-CBT小组方案干预儿童PTSD过程中治疗联

盟的调节作用 

定量   

6 201828240020  袁子月 屈智勇 

外界支持对TF-CBT干预儿童PTSD有效性的调节作

用 

定量   

2019 年 12 月 10 日（ 周二 ）下午 2：15-5：30    高颖（主席）、王晔安、宋国恺   地点：2026 会议室   开题秘书：王若熙 



1 201828240013  宋文烨 王晓华/屈智勇 

儿童期家庭不良经历与高中生网络成瘾：社会支持

的调节和中介作用 

定量   

2 201822240010  李梦园 付媛媛 朋辈支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定量    

3 201822240018  冉清华 付媛媛 互联网使用与老人身心健康的关系 定量   

4 201822240020  宋京闪 付媛媛 照顾者的负担、抗逆力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定量   

5 201828240012  宋思佳 付媛媛 

志愿行为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社会经济地位的调

节作用 

定量   

6 201828240019  姚莉 付媛媛 照顾者主观负担对护理质量的影响 定量   

7 201822240036  赵梳宇 韩华为 农村老年人多维度贫困测量与识别 定量   

2019 年 12 月 12 日（周四）下午 2：00-5：30  金承刚（主席）、韩华为、齐小玉   地点：2033 会议室   开题秘书：高士惠 

1 201822240027  吴安琪 徐月宾 照料孙子女对祖父母身体健康的影响 定量    

2 201828240006  李雅 田东华 Ⅱ型糖尿病患者知识水平对治疗依从性的影响研究 定量   



3 201822240039  周珊 徐月宾 

老年人孤独感与健康状况的关系：睡眠质量的中介

作用 

定量   

4 201828240003  韩铠帆 徐月宾 老年人正式社会参与影响因素研究 定量   

5 201828240004  胡飞 徐月宾 子女支持与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定量   

6 201828240008  雒晓东 徐月宾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定量   

7 201828240022  张晓昶 付媛媛 社会参与与老人精神健康关系研究 定量   

2019 年 12 月 13 日（周五） 下午 2：00-5：00   陶传进（主席）、付媛媛、江汛清    地点：2027 会议室   开题秘书：刘丹青 

1 201822240004  胡家瑞 田明 乡城流动人口心理-文化融合研究：基于性别的比较 

混合研究方法，主

定量 

  

2 201822240012  李艳霞 田东华 

职业高原、职业倦怠对基层医务人员离职意愿的影

响研究 

定量   

3 201822240029  徐佳琪 余晓敏 我国不同类型社会企业的社会与财务绩效比较分析 定量   



4 201822240034  张雨 余晓敏 我国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研究 定量   

5 201822240035  张尊 余晓敏 

我国社会企业提升社会影响力的模式选择与效果研

究 

定量   

6 201828240021  张金爽 陆奇斌 

企业员工的志愿动机对志愿服务行为的影响研究-以

北京市 H 企业为例 

定量   

2019 年 12 月 11 日（周三）下午 2：00-5：00   田东华（主席）、梁小云、吴立娟   地点：2026 会议室  开题秘书：刘丹青 

1 201822240008  李何君 张维军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就医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定量   

2 201822240015  刘津彤 徐月宾/付媛媛 老年人社会参与持续性及其影响因素 定量   

3 201822240017  苗芳芳 张维军/屈智勇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的污名化水平及影响研

究 

定量   

4 201822240028  武文娟 张维军/陶传进 

基层医务人员情绪劳动、工作压力与职业倦怠的关

系研究 

定量   



5 201822240033  张雅婷 张维军/陶传进 角色压力对基层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的影响研究 定量   

6 201822240037  郑萱琳 张维军 2 型糖尿病患者睡眠质量与血糖水平相关性研究 定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