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壁报 第一组 

（5 分钟发言 3 分钟讨论） 

6 月 2 日 水晶厅 08:00-10:00 

时间 姓名 单位 题目 

08:00-08:05 李丹丹 北部战区总医院 
α7 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激动剂对 NLRP3 炎性小体介导的体外循

环大鼠脑损伤的影响 

08:08-08:13 徐丹 遵义医科大学 丙泊酚致大鼠欣快作用机制探讨 

08:16-08:21 杨浩 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 
α-酮戊二酸通过调控巨噬细胞 M1/M2 极化平衡从而减轻脓毒症

相关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的机制研究 

08:24-08:29 张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

医院 

海马 Cdh1 过表达通过调节突触可塑性改善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

大鼠认知功能 

08:32-08:37 刘玉齐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Fer-1 通过调节 ferroptosis 改善脂多糖诱导的小鼠急性肺损伤 

08:40-08:45 王容 赣南医学院 
大鼠脑缺血预处理对 Notch 信号通路参与神经元细胞自噬与凋亡

的实验研究 

08:48-08:53 王昌理 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Ets2 通过 NF-KB/MAPK 信号通路抑制巨噬细胞炎症因子并直接

与 IL-6 启动子结合 

08:56-09:01 黄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双孔钾通道 TREK 家族特异性激动剂的发现及其镇痛调控 

09:04-09:09 张金玲 青岛市立医院 髓样细胞触发受体与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 

09:12-09:17 白冰 北京协和医院 
超声引导下动态针尖定位法与角度距离法用于成人手术患者桡动脉

穿刺置管的比较：一项随机对照研究 

09:20-09:25 依明江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择期非心脏手术术前会诊申请现状及其申请合理性的回顾性研究 

09:28-09:33 孙英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肝移植新肝期低体温对术后的影响 

09:36-09:41 万鑫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   
周期性与连续性肠内营养输注方式对危重症患者血糖变异性和预后

影响的临床研究 

09:44-09:49 余小芳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丙泊酚及其与不同阿片类药物配伍在无痛胃肠镜的麻醉效果和满意

度比较 

09:52-09:57 严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TACR1 基因 rs6715729 多态性与全身麻醉下女性患者乳腺手术术

后呕吐的发生相关 

 

  



电子壁报 第二组 

（5 分钟发言 3 分钟讨论） 

6 月 2 日 水晶厅 08:00-10:00 

时间 姓名 单位 题目 

08:00-08:05 石星星 西安市儿童医院 
电针激活α7nAchR 介导的胆碱能抗炎通路在脓毒症中发挥保护效应

的实验研究 

08:08-08:13 李隆渝 遵义医科大学 屏状核在丙泊酚麻醉致意识改变的作用研究 

08:16-08:21 袁城栋 遵义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蓝斑去甲肾上腺素递质参与丙泊酚致意识消失及苏醒调控的机制研

究 

08:24-08:29 殷苏晴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东院 

瑞芬太尼预处理促进小鼠 70% 肝脏切除术后的 肝再生过程及其机

制探究 

08:32-08:37 李晓晓 潍坊医学院麻醉学系 
胫骨骨折复位内固定术小鼠海马内长链非编码 RNA 差异表达及生物

信息学分析 

08:40-08:45 贺建东 山西大医院 
七氟醚后处理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时线粒体动力相关蛋白-1 表达

的影响 

08:48-08:53 刘君逍 遵义医科大学 室旁核神经元的肾上腺素能α受体参与丙泊酚麻醉觉醒 

08:56-09:01 乌曼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胆道闭锁患儿亲体肝移植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分析 

09:04-09:09 黄松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右美托咪定联合七氟醚吸入对单肺通气老年患者术后早期神经认知

功能的影响 

09:12-09:17 温岚淇 广东省人民医院 低出生体重儿体重和穿刺位点与中心静脉导管尖端到位率的关系 

09:20-09:25 高少伟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使用深度学习分割股神经阻滞超声图像的兴趣位点 

09:28-09:33 许皓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BRD4/PIN1 基因位点多态性对中国东南地区人群高脉压风险的影响 

09:36-09:41 林信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对比可视喉镜和 Macintosh 喉镜对气管插管过程中脊柱运动的影响

的 meta 分析 

09:44-09:49 谢宇飞 北部战区总医院 双管喉罩在腔内隔绝术中应用的临床观察 

09:52-09:57 黄修修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小剂量舒更葡糖钠联合新斯的明拮抗 罗库溴铵肌松作用的研究 

 

  



电子壁报 第三组 

（5 分钟发言 3 分钟讨论） 

6 月 2 日 水晶厅 08:00-10:00 

时间 姓名 单位 题目 

08:00-08:05 魏恺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借助 POMC-EGFP 转基因小鼠探究七氟烷诱导发育期大脑海马齿状回

颗粒神经元凋亡易感时间窗的的实验研究 

08:08-08:13 黄丽娜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RNA 结合蛋白 RALY 调控甲基化 CpG 结合蛋白 MBD1 介导神经病理

性疼痛的机制研究 

08:16-08:21 林旭 青岛市立医院 PUN282987 对胫骨折断老龄大鼠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 

08:24-08:29 杨涛 天津市人民医院 
羟考酮预处理对大鼠肠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响及 NLRP3 炎症小体在其

中的作用 

08:32-08:37 蒋毅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氢对慢性脓毒症相关性脑病小鼠血脑屏障 ZO-1 和 Occludin 蛋白表达

的影响 

08:40-08:45 赵宇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脊髓 PI3K/AKT 信号通路在电针治疗 CCI 大鼠中的作用研究 

08:48-08:53 丘觐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NPPB 基因 rs3753581 位点多态性对其转录活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08:56-09:01 雷桂玉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

院 
杂交手术和非杂交手术的临床肾结局比较 

09:04-09:09 胡梦蓉 泉州市第一医院 麻醉相关因素对术后谵妄的影响分析 

09:12-09:17 田园 北京协和医院 超声引导下短轴平面外动态法成功和并发症的相关因素 

09:20-09:25 李茂军 邻水县人民医院 潜伏期电针镇痛对分娩产妇应激反应及硬膜外镇痛疗效的影响 

09:28-09:33 蔡巍维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超声引导下肺复张策略对短小手术后患儿肺不张的作用：一项随机对

照试验 

09:36-09:41 吴海星 福建省立医院南院 音乐干预对夜间行急诊剖宫产孕妇焦虑、疼痛、满意度的影响 

09:44-09:49 崔波 北部战区总医院 
右美托咪定滴鼻复合芬太尼诱导用于动脉导管未闭的小儿患者的临床

观察 

09:52-09:57 汪晓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东院 

麻醉方式对射频治疗原发肝癌患者肿瘤复发及总体生存率的影响：一

项应用倾向匹配评分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电子壁报 第四组 

（5 分钟发言 3 分钟讨论） 

6 月 2 日 水晶厅 08:00-10:00 

时间 姓名 单位 题目 

08:00-08:05 陈亚利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不同剂量丙泊酚对大鼠脑代谢网络改变的神经影像学研究 

08:08-08:13 曹远锋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阿片受体在瑞芬太尼后处理对成人心肌缺氧/复氧损伤保护中的作用 

08:16-08:21 李晓倩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鞘内注射 miR-125b mimic 抑制小胶质细胞 NLRP3 炎性体激活减轻

缺血再灌注损伤后的炎性反应  

08:24-08:29 汪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东院 
CD4+ T 细胞脂肪酸从头合成参与缺血性脑卒中的机制研究 

08:32-08:37 王瑶琪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氢气对脓毒症相关性脑病小鼠海马组织线粒体生物合成的影响 

08:40-08:45 卢俊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右美托咪定与胆碱能抗炎通路在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 

08:48-08:53 林诗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AGEs 通过 RhoA-mTOR 信号通路同步调节内皮细胞氧化应激损伤和

自噬 

08:56-09:01 黄焱哲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地佐辛静脉推注联合局部神经浸润麻醉减少鼓室成形术后疼痛的前瞻

性、随机、单盲和对照研究 

09:04-09:09 俞晓东 海南省人民医院 
不同剂量羟考酮与舒芬太尼用于经支撑喉镜下声带肿物切除术中麻醉

效果比较 

09:12-09:17 朱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

院东院 

喉罩的使用对老年患者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

POLMA-EP 试验研究方案 

09:20-09:25 张静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远隔缺血预处理联合七氟醚后处理对大鼠心脏再灌注时 TLR4/NF-κB

的影响 

09:28-09:33 郭晓明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 复合羟考酮时抑制 ERCP 手术入镜反应的丙泊酚效应室 EC50 

09:36-09:41 陈宇 福建省立医院 椎管内阻滞分娩镇痛对初产妇分娩后早期痛阈的影响 

09:44-09:49 徐明 北部战区总医院 丙泊酚瑞芬太尼全麻对 ROSA 辅助 STN-DBS 术中电生理信号的影响 

09:52-09:57 蔡晓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慢性偏头痛伴药物过度使用患者认知功能的横断面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