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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星期五
13:30-15:30 1 号壁报机 主持人：韩如泉、吴秀玲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3:30-13:40 超声与可
视化

超声检查上气道解剖应用于困
难气道评估的价值

姚卫东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 皖
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13:40-13:50 特殊病例
报告

小儿法洛氏四联症患者合并支
气管异物手术麻醉

王耀柱
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西院（原 :
山东煤矿总医院）

13:50-14:00
麻醉相关新技
术、新业务
进展

超声引导下腹主动脉球囊阻断
术 用于凶险型前置胎盘剖腹产
手术止血的临床观察

王令平 临沂市人民医院

14:00-14:1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中性粒细胞在失血性休克 - 脓
毒症二次打击致急性肺损伤内
皮细胞 Tie1/Tie2 表达变化中的
作用

朱佳丽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
医院

14:10-14:20 肿瘤与麻醉
全麻中应用右美托咪定的患者
血清对乳腺癌细胞增殖及迁移
能力的影响

刘　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东院）

14:20-14:3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Cystatin C 通过保护溶酶体促进
自噬介导高压氧预处理的脑保
护效应

方宗平 西京医院

14:30-14:40 疼痛治疗
与研究

MicroRNA-182-5p regulates 
nerve injury-induced nocicep-
tive hypersensitivity by target-
ing ephrin type-b receptor 1

周学龙 江苏省人民医院

14:40-14:50 心胸外科麻醉
单肺通气前右侧肺前列腺素 E1
超声雾化的肺保护作用

王丽君 江苏省肿瘤医院

14:50-15:0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防性星状神经节阻滞对急性完
全性睡眠剥夺大鼠记忆功能与
海马组织炎症因子的影响

郑碧琼 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15:00-15:10 产科麻醉 产科大出血的处理 黄　蔚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15:10-15:20 儿科麻醉
右美托咪定滴鼻用于小儿腺样
体及扁桃体切除手术的研究

张　倩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
醉科

15:20-15:30 气道管理
影响女性患者喉罩型号精确选
择因素的临床研究

魏　娜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 皖
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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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30 2 号壁报机 主持人：李　民、苏振波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3:30-13:40 区域麻醉
超声引导下髂筋膜间隙阻滞在
髋关节镜手术中的临床应用

袁亮婧 北京积水潭医院

13:40-13:50 气道管理
小潮气量联合适宜 PEEP 通气
策略改善单肺通气患者肺功能

向　导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50-14:00 气道管理
困难气道的预测：老方法的完
善与新方法的突破

姚卫东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 皖
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14:00-14:1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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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建东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
院

14:10-14:20 气道管理
小潮气量加低水平呼气末正压
通气对哮喘患者呼吸功能的影
响

夏一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

14:20-14:3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单酰甘油脂肪酶抑制剂
URB602 对心肺复苏大鼠心肌保
护作用研究

海克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30-14:4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脊髓小胶质细胞在脓毒症致骨
骼肌功能障碍及烟碱型乙酰胆
碱受体异化重构中的作用及机
制

谢　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14:40-14:50 麻醉药理学
IGF-1 在减轻大鼠体外循环肺损
伤中的作用

李　健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14:50-15:00 区域麻醉
超声引导单节段椎旁阻滞与喉
罩全麻在乳腺区段切除术中的
对照研究

刘　勇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15:00-15:1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目标导向液体治疗在老年患者
腹腔镜下膀胱癌根治术中的
应用

陈惠群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5:10-15:2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莫达非尼通过促觉醒核团诱导
麻醉复苏

冯振鑫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20-15:30 特殊病例报告
肥厚型心肌病合并二尖瓣关闭
不全患者的麻醉处理一例报道

卜雪珊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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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30 3 号壁报机 主持人：王　强、申　乐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3:30-13:4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Clinical factors affecting lung 
dynamic compliance during 
gynecological laparoscopic 
surgery

谷长平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13:40-13:50 特殊病例报告
肺叶切除术后患者行神经外科
坐位手术时发生疑似空气栓塞
的围术期处理

冯丹丹 南京市鼓楼医院

13:50-14:0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加速术后康复依从率对结直肠
癌手术患者短期预后的影响

李　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14:00-14:10 老年人麻醉
糖尿病与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
研究

宋秀梅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14:10-14:20 五官科麻醉
脑血氧饱和度监测在鼻内窥镜
手术控制性降压中的临床应用

牛学功 北京同仁医院

14:20-14:3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体温保护对开腹胃癌根治术患
者快速康复的影响

张庆梅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
院

14:30-14:40 老年人麻醉
目标导向液体治疗在老年患者
俯卧位手术中的应用

许　辉 安徽省立医院

14:40-14:50
门诊、PACU 
和手术室外
麻醉

The median effective dose of 
dexmedetomidine for tracheal 
intubation with Lidocaine 1.5 
mg/kg

马　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14:50-15:00 五官科麻醉
右美托咪定滴鼻在老年患者鼻
内镜手术中的可行性研究

曾　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
大学西京医院

15:00-15:10 重症监测治疗
与研究

右美托咪啶和丙泊酚用于 ICU
颅内肿瘤术后患者的镇静效果
比较

李　锋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南
通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

15:10-15:20
门诊、PACU 
和手术室外
麻醉

Adequate sedation with sin-
gle-dose intranasal dexmede-
tomidine in pediatric patients 
undergoing transthoracic echo-
cardiography: a dose-finding 
study by age group

于　晴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

15:20-15:30 中西医结合
麻醉

参麦、参附注射液联合应用对
老年髋关节置换术后 下肢深静
脉血栓形成的影响

赵鲁夕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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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30 4 号壁报机 主持人：王英伟、韩　非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3:30-13:40 重症监测治疗
与研究

增强自噬可通过减轻骨骼肌乙
酰胆碱受体异化重构从而减轻
脓毒症大鼠肌肉功能障碍

陈婧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13:40-13:50 创伤急症手术
麻醉

丙泊酚与七氟烷对重度烧伤患
者围手术期应激反应的影响研
究

汪世高 湖北荆门市中医医院

13:50-14:00
门诊、PACU 
和手术室外
麻醉

麻醉后恢复室基于呼吸音的呼
吸暂停检测

于　璐 中国医科大学

14:00-14:1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Equivalent doses study of 
nalbuphine and sufentanil for 
colonoscopy under bispectral 
index monitoring

邓超奕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10-14:20 麻醉药理学
延髓头端腹外侧区的 HCN 离子
通道涉及丙泊酚心血管效应

胡志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14:20-14:30 气道管理
巨大甲状腺肿瘤、纵膈肿瘤压
迫气管病人的麻醉管理综述

崔　银 南京鼓楼医院

14:30-14:4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Vasopressors induce passive 
pulmonary hypertension by 
blood redistribution from sys-
temic to pulmonary circulation

姜春玲 West China Hospital

14:40-14:5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Combined administration of 
sedative dose sevoflurane and 
60% oxygen reduces inflam-
matory responses to sepsis in 
animals and in human PMBCs

张二飞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4:50-15:00 中西医结合
麻醉

电针防治手术患者术后 POCD
及 POD 发生率的 meta 分析

唐艺丹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15:00-15:10 重症监测治疗
与研究

FADD/RIPK3 对隐球菌感染肺部
免疫应答的调控

解　群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
院

15:10-15:2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布比卡因神经毒性大鼠海马基
因表达谱的研究

常江涛 烟台毓璜顶医院

15:20-15:30 中西医结合
麻醉

经皮穴位刺激对气管插管高气
道反应的影响

于　鹏 日照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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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30 5 号壁报机 主持人：王　云、李冰冰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3:30-13:40 产科麻醉
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妇剖宫产术
联合介入治疗的围术期管理

陈　旭 安徽省立医院

13:40-13:5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副交感神经系统在电针刺激对
脑缺血神经保护中的作用及机
制研究

迟来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13:50-14:00 重症监测治疗
与研究

不同潮气量下脉搏血氧饱和度
变异指数评估患者容量状态的
准确性

彭永保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14:00-14:1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小胶质细胞活化在肝缺血再灌
注致幼鼠海马损伤中的作用

贾莉莉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4:10-14:20 重症监测治疗
与研究

血红素结合蛋白通过上调 HO-1
促进内皮祖细胞修复血管内皮
损伤

杨永妍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4:20-14:30 中西医结合
麻醉

不同刺激时程对针药平衡麻醉
效应的影响— 单中心、前瞻性、
随机双盲对照研究

和　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
大学西京医院

14:30-14:40 特殊病例报告
胎儿巨大腹壁缺损子宫外产时
处理的麻醉

李　倩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4:40-14:50
门诊、PACU 
和手术室外
麻醉

右美托咪啶是否安全减少全麻
病人苏醒期躁动？随机对照试
验的 meta 分析及试验序贯分析

张　健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50-15:00 疼痛治疗
与研究

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对 OIH 的
突触调控作用

罗　放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15:00-15:10 气道管理
视频喉镜的性能及其在临床气
道管理中的作用

薛富善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
医院

15:10-15:2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PKC-α/HO-1 信号通路对脂多
糖诱导的大鼠肺泡巨噬细胞线
粒体融合蛋白 1 的作用 

李香云 天津市南开医院

15:20-15:3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HMGB1- 激活脑内肥大细胞在
中枢炎症中的作用

钱青青 江苏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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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30 6 号壁报机 主持人：喻文立、宣　燕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3:30-13:4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The role of preoperative 
α-blockade for patients with 
normotensive pheochromocy-
toma

孔　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3:40-13:50 特殊病例报告
全麻联合硬膜外麻醉后严重心
律失常一例

陈　娇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三附
属医院

13:50-14:0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同年龄小鼠中个体脆性增加者
与术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生密切
相关

唐玉洁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14:00-14:10 儿科麻醉

Comparison of Two Insertion 
Methods of Streamlined Liner 
of the Pharynx Airway (SLIPA) 
in Pediatric Anesthesia by Nov-
ice Residents

陈雅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10-14:20 中西医结合
麻醉

电刺激对脑缺血再灌注大鼠脊
髓背角细胞凋亡的影响

杨代和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

14:20-14:30 麻醉并发症
右美托咪定对异丙酚麻醉大鼠
海马 PI3K/Akt/GSK-3β通路的
远期影响

涂友兵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14:30-14:4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慢性吗啡耐受大鼠脊髓组织的
lncRNA 差异表达谱及其 ceRNA
分析

邵佳丽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4:40-14:50
门诊、PACU 
和手术室外麻
醉

PACU 中使用右美托咪定对颅脑
手术患者导管耐受性的临床观
察

余桂媛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50-15:00 疼痛治疗与研
究

雌激素调控去势小鼠疼痛的炎
症机制

王　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瑞金医院

15:00-15:10 儿科麻醉
熵指数监测在儿童七氟醚吸入
麻醉中的应用

曹　静 北京口腔医院

15:10-15:20 疼痛治疗与
研究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brain 
abnormalities in phantom limb 
pain patients: a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and volu-
metric imaging study

涂　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15:20-15:30 麻醉学科建设
加快培养麻醉医生的非技术
性技能（Anesthesiologists` 
Non-Technical Skills）

上官王宁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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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5:30 7 号壁报机 主持人：阎文军、魏　珂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3:30-13:40 中西医结合
麻醉

ApoEε4 等位基因与老年术后
认知功能障碍关系的研究

鹿洪秀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3:40-13:50 神经外科麻醉
脑氧饱和度联合神经电生理监
测指导颈动脉内膜剥脱术中患
者血压的管理

刘　燕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3:50-14:00 神经外科麻醉
皮层脑电图监测下癫痫患者手
术治疗的麻醉选择和管理方法

杨明明 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14:00-14:1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大鼠七氟醚后处理通过激活
PI3K-AKT-mTOR 通路抑制神经
细胞自噬减轻脑缺血再灌注
损伤

李燕则 山西省人民医院

14:10-14:20 疼痛治疗与
研究

背根神经节 DNMT1 介导的钾离
子通道 Kcna2 甲基化修饰参与
了神经病理性痛的发生

顾希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 ( 东院 )

14:20-14:3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腹腔镜减肥手术的围术期全身
麻醉管理

李　岩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4:30-14:40 神经外科麻醉

浅低温通过上调 PI3K/Akt 信号
通路活性增加脑缺血再灌注损
伤过程中海马 CA1 区 GLT-1 的
表达

李亚男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14:40-14:50 神经外科麻醉
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对 SEP 联
合 MEP 监测神经外科手术患者
的影响

戴寒英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50-15:00 产科麻醉
产科剖宫产术后大出血合并心
跳骤停抢救一例

申琰琰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5:00-15:10 重症监测治疗
与研究

p38MAPK 信号通路对七氟醚预
处理大鼠缺血再灌注心肌缝隙
连接蛋白 43 的影响

张英立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15:10-15:2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ABCB1 基因多态性对腹腔镜胆
囊切除术患者七氟烷复合瑞芬
太尼麻醉效果的影响

翁洪亮 临沂市中心医院

15:20-15:3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脑内肥大细胞通过激活小胶质
细胞参与中枢神经系统炎症

董洪权 江苏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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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星期五
15:30-17:30 1 号壁报机 主持人：梅　伟、程宝莉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5:30-15:40 心胸外科
麻醉

左西孟旦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术后死亡率相关性研究：临床
随机对照实验的 meta 分析

代志明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15:40-15:5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患
者腰椎减压植骨融合术七氟烷 /
丙泊酚适宜配伍剂量研究

陈一萌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15:50-16:00 心胸外科麻醉

Prophylactic Fibrinogen Con-
centrate in Cardiovascular 
Surgery: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李靖怡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6:00-16:10 麻醉并发症
甲状腺手术患者气管导管套囊压力
变化与术后咽喉部并发症的关系

彭　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麻醉科

16:10-16:2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B 超引导腹横肌平面阻滞应用
于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术老年患
者术后镇痛效果及对机体免疫
功能影响研究  

郑胜宇 福州市第二医院

16:20-16:30 产科麻醉
目标导向性液体治疗对妊娠期
高血压患者围术期血容量及肺
功能的影响

曾子洋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 重庆市西南医院

16:30-16:40 心胸外科麻醉
早期肺开放 / 复张策略预防全
主动脉弓置换术后患者肺部并
发症的临床研究

林　雷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16:40-16:50 气道管理
压力控制容量保证通气模式对后腹
腔镜手术患者肺部损伤的影响

李　坤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总
医院

16:50-17:00 儿科麻醉

Median effective dose of intranasal dex-
medetomidine sedation for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 examination in post-
cardiac surgery and normal children: an 
up-and-down sequential allocation trial

刘　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

17:00-17:10 儿科麻醉
骶管阻滞复合全麻与全麻对于
小儿腹腔镜手术术后肠道功能
恢复的影响

刘长林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17:10-17:20 神经外科麻醉
Iduna 过表达对氧糖剥夺大鼠
海马神经元的保护作用及其与
PARP-1/AIF 通路的关系

高宇博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7:20-17:30 疼痛治疗与
研究

右美托咪定抑制 2 型糖尿病患
者痛觉过敏与中枢敏化的发生

王　鑫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
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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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7:30 2 号壁报机 主持人：王海云、时鹏才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5:30-15:40 心胸外科麻醉
硬膜外麻醉与镇痛对肺癌手术
病人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 
一项标签开放的随机对照研究

许珍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40-15:50 器官移植麻醉
右美托咪定对亲体肝移植患儿
术后脑损伤的影响

孙　英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15:50-16:00 心胸外科麻醉
新型支气管封堵器经鸣人喉罩
置入行肺隔离术

王　郜
青岛大学附属烟台毓璜顶
医院

16:00-16:10 麻醉护理
规范化护理管理对麻醉恢复室
护理安全重要性分析

郑虹彩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6:10-16:2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雌激素新型受体 GPR30 调控
TLR4 抑制小胶质细胞炎症反应
在脑缺血损伤中的保护作用

张增利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
醉科研究生

16:20-16:30 麻醉护理
智能药柜在麻醉科药品管理中
的应用

魏传颂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16:30-16:40 疼痛治疗
与研究

角质细胞 NMDA 受体在复杂性
区域疼痛综合征慢性缺血后痛
觉过敏中的作用

徐宵寒 北京协和医院

16:40-16:50 骨科麻醉
超声引导连续髂筋膜间隙阻滞
用于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前镇
痛的效果

马艳辉 北京宣武医院

16:50-17:00 疼痛治疗与
研究

羟考酮复合右美托咪定用于全
麻患者术后静脉镇痛的临床观
察

李桂芹 沈阳军区总医院

17:00-17:1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HIF-1/HRE 通路在大鼠缺血 /
二氮嗪后处理 心肌保护中作用
机制的研究

李　进

贵州省麻醉与器官保护基
础研究重点实验室，贵州
省喻田导师工作室，遵义
医学院

17:10-17:20 骨科麻醉
多模式镇痛在下肢截肢手术术
后镇痛中的应用

鲁莉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20-17:30 区域麻醉
盐酸氯普鲁卡因注射液复合罗
哌卡因注射液用于臂丛阻滞效
果分析

周　朴 广州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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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7:30 3 号壁报机 主持人：李金宝、黄立宁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5:30-15:40 疼痛治疗
与研究

Kalirin7 在切口痛—瑞芬太尼诱
发的二次痛敏中的作用

郭素倩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5:40-15:5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手术加剧孕中期丙泊酚暴露导
致的子代大鼠学习记忆损害

冯运林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50-16:0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突触再可塑性在小剂量氯胺酮
联合丙泊酚改善抑郁大鼠电休
克 学习记忆损伤的作用

任　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16:00-16:10 产科麻醉
妊娠合并急性左心衰剖宫产术
一例

梁　樱 南京鼓楼医院

16:10-16:2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患者术后疼痛智能随访管理系
统的开发与应用

王　郜
青岛大学医附属烟台毓璜
顶医院

16:20-16:30 中西医结合
麻醉

通过颅内深部电极脑电图研究
经皮穴位电刺激对于大脑不同
核团的作用

刘　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30-16:40 中西医结合
麻醉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points stimulations reduce 
thrombus formation by inhib-
iting endothelial cell activation 
in a rat model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雍　玥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
医院 ( 东院 )

16:40-16:50 心胸外科麻醉

PI3K-Akt 信号转导通路在七氟
醚后处理诱导血红素氧合酶 -1
表达减轻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
损伤中的作用

金弋乔 山西医科大学

16:50-17:00 区域麻醉
经皮腰椎椎间孔下髓核摘除术
麻醉方案选择的临床研究

印　武
湖北省荆州市第二人民医
院

17:00-17:10 疼痛治疗
与研究

经皮穴位电刺激防治老年患者
全髋关节置换术后镇痛相关不
良反应的临床研究

兰　飞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7:10-17:20 骨科麻醉
超声引导下两种穿刺方式的持
续髂筋膜阻滞用于全髋置换术
后镇痛的随机对照研究

吴　茜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17:20-17:30 心胸外科麻醉
婴幼儿先心病腋下小直切口矫
治术快通道麻醉

张　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三
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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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7:30 4 号壁报机 主持人：刘克玄、王秋筠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5:30-15:40 心胸外科麻醉

比较吸入麻醉与全静脉麻醉在
接受体外循环辅助下心脏手术
患者中的脑保护作用 : 一项系统
评价和 Meta 分析

陈　凤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15:40-15:50 重症监测治疗
与研究

HO-1/CO 对脂多糖诱导大鼠 II
型肺泡上皮细胞线粒体融合的
影响

贾浩娟 天津市南开医院

15:50-16:00 特殊病例报告
完全性大动脉转位行股骨清创
减压术 1 例 翁险峰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

16:00-16:10 麻醉药理学

丙泊酚通过抑制 TLR4/NF-κB
信号通路减轻肥大细胞依赖型
哮喘小鼠气道高反应性和炎症
反应

李泓邑 北京协和医院

16:10-16:20
门诊、PACU 
和手术室外
麻醉

呼吸暂停法精准放疗的麻醉
管理

张世龙 武威肿瘤医院

16:20-16:30
麻醉相关新技
术、新业务
进展

麻醉过程中实时监视声门的可
行性探索

刘　斌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第一附属医院绵阳富临医
院

16:30-16:40
麻醉相关新技
术、新业务
进展

全身麻醉气管插管过程中手术
体积描记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

刘　扬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6:40-16:5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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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城栋

贵州省麻醉与器官保护基
础研究重点实验室，贵州
省喻田导师工作室，遵义
医学院

16:50-17:00 区域麻醉
数字化三维人体模型在超声引
导神经阻滞教学中的作用

陈　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17:00-17:10
麻醉相关新技
术、新业务
进展

日间手术麻醉：理念、实践与
发展

张炳熙 北京同仁医院

17:10-17:20 区域麻醉
超声引导下腘窝坐骨神经阻滞
三种注射方法的临床效果比较

蔡敬怡 北京积水潭医院

17:20-17:30 骨科麻醉
小剂量镇静、镇痛药在下肢骨
折腰硬联合麻醉前的应用

汪春华 南昌曙光手足外科医院

E-posters Program
电子壁报日程



149

15:30-17:30 5 号壁报机 主持人：杨立群、刘艳红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5:30-15:40 疼痛治疗与研
究

CCL7-PKMζ- 含 GluR1 亚基
AMPA 受体膜上位在大鼠瑞芬
太尼痛觉过敏中的调控机制

张麟临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麻醉
科天津市麻醉学研究所

15:40-15:50 肿瘤与麻醉
不同手术方式对食管癌患者早
期快速康复的影响

韩晓雨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15:50-16:00 气道管理
性别对甲颏距离及张口度在预
测困难气道效能的影响

郑昌健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16:00-16:10 气道管理
麻醉气道的变革——附 5 例
报道

杨军良
深圳市第九人民医院 / 深
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16:10-16:20 气道管理
声门上喷射鼻咽通气道导管有
助于减少无痛胃镜检查过程中
的低氧相关并发症

秦　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 ( 东院 )

16:20-16:30
麻醉相关新技
术、新业务
进展

超声引导下不同浓度罗哌卡因
肋缘下入路腹横肌平面阻滞用
于上腹部手术复合麻醉的研究

代元强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
院

16:30-16:40 麻醉并发症

β- 淀粉酶在七氟醚麻醉下行
骨折手术老龄大鼠海马 IL-17
表达变化及血脑屏障通透性中
的作用

赵　亓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6:40-16:50 麻醉并发症
右美托咪定对大鼠心肌组织电
传导速度及 Cx43 表达和分布的
影响

佘玉琦 贵州医科大学麻醉学院

16:50-17:0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血清 miRNA-499 和 miR-
NA-652 用于急性冠脉综合征早
期诊断的临床试验

曹惠敏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
院

17:00-17:1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依托咪酯麻醉幼年大鼠成年后
空间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

黄　坚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7:10-17:20 心胸外科麻醉
全麻复合超声引导下胸椎旁神
经阻滞在胸腹腔镜食管癌根治
术中的应用

谭　栎 乐山市人民医院

17:20-17:30 麻醉并发症
异氟烷通过组蛋白去乙酰化调
节 EphB2 表达影响认知功能

魏　盼
徐州医科大学麻醉学重点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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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7:30 6 号壁报机 主持人：邵建林、易　斌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5:30-15:40 产科麻醉
 妊娠合并心脏病接受剖宫产麻
醉管理中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

赵丽云 北京安贞医院

15:40-15:50 产科麻醉
硬膜外麻醉、蛛网膜下腔麻醉
对胎头外倒转手术的影响：一
个回顾性研究

刘广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50-16:00 儿科麻醉
顺式阿曲库铵在小儿支气管异
物取出术中的应用

钟　良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
中心

16:00-16:1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加速康复外科在小儿鼾症中的
应用

潘维忠 烟台毓璜顶医院

16:10-16:20 特殊病例报告
硬膜穿破后头痛，还是自发性
颅内低压性头痛？孰之过！

何非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
夫医院    麻醉与疼痛诊疗
中心 & 颅内低压诊治中心

16:20-16:3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苏醒室内呼吸危重事件分析 刘尚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16:30-16:40 特殊病例报告
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后视觉丧失 1
例

付海钰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总医
院

16:40-16:50 产科麻醉
不同剂量纳布啡用于剖宫产术
后静脉镇痛安全性及效果

姜丽华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
南省妇幼保健院

16:50-17:00 麻醉并发症
光照对老年股骨骨折内固定或
髋关节置换术后谵妄的预防作
用研究

张　灏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
医院

17:00-17:10 创伤急症手术
麻醉

围术期使用氟比洛芬酯与术后
发生急性肾损伤风险的分析

赵梦溪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17:10-17:20 麻醉并发症
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障碍与
循环中生物标志物的相关性
研究

卢文斌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
医院

17:20-17:30 麻醉并发症
老年术后分析认知障碍的危险
因素及遗传流行病学研究

王登基 徐州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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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17:30 7 号壁报机 主持人：罗佛全、吴晓丹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15:30-15:40 麻醉学科建设
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
建立麻醉专业特色课程体系

黎尚荣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5:40-15:50 体外循环

Relationship between anes-
thetic depth and regional cere-
bral oxygen saturation during 
cardiopulmonary bypass

吴　昊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15:50-16:00 基础及应用
基础研究

慢病毒介导的 Cdh1 过表达通过
Cyclin B1 通路减轻脑缺血再灌
注损伤

张　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16:00-16:10 麻醉药理学
Anesthetic agent related neu-
ronal autophagy.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don,t.

徐丽丽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16:10-16:20 输血及血液
保护

Perioperative lung protection 
provided by leucocyte filter with 
autologous blood cell salvag-
eand reinfusion technology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spinal surgery 

徐丽丽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

16:20-16:30 麻醉药理学
孕期全身麻醉手术暴露对子代
学习记忆的损害及机制

罗佛全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6:30-16:40 特殊病例报告 硬膜外麻醉术后突聋一例 吴金晶 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16:40-16:5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右美托咪定对全脑缺血再灌注
损伤大鼠认知功能及海马星形
胶质细胞的影响

郭培培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武汉中心医院

16:50-17:00 产科麻醉
艾森曼格综合症孕妇剖宫产
一例

於章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东院）

17:00-17:10 麻醉护理
麻醉监测护士 - 崛起的新护理
团队在全身麻醉苏醒期间的护
理配合体会

蔡　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10-17:20 气道管理 麻醉危机模拟医学专场 李朝阳
深圳市第六人民医院深圳
市南山人民医院

17:20-17:30 器官移植麻醉
丙泊酚通过抑制 connexin32 介
导的细胞凋亡在肝脏移植术后
移植肝损伤中的作用研究

吴　珊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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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星期六
8:00-10:10 1 号壁报机 主持人：张加强、童建斌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08:00-08:10

Risk factors for postopera-
tive complications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bipolar hip 
hemiarthroplasty

Eun Su 
Choi

Department of Anesthesi-
ology and Pain Medicine, 
Eulji General Hospital, 
Eulji University, Seoul, 
Korea

08:10-08:20 器官移植麻醉
β2-MG 判断肝移植术后急性肾
损伤临床价值

卢海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
阳医院

08:20-08:3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Effect of hydrochloric acid 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elderly 
patients after surgery

Xie 
Jingyu-

an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08:30-08:40 特殊病例报告
紧急支气管单肺通气抢救新生
儿严重支气管痉挛 1 例 许式恒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医院

08:40-08:50 麻醉药理学
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 OATP1A2
介导芬太尼的转运

杨惠雯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08:50-09:00 儿科麻醉
不同入路腹横肌平面阻滞在小
儿下腹部手术术后镇痛的应用

王翔锋 福建省人民医院

09:00-09:10 疼痛治疗
与研究

侧脑室注射 Roscovitine 对神经
病理性疼痛大鼠前扣带回皮层
中枢敏化的影响

谭　玮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09:10-09:20 老年人麻醉

The Influence of Postoperative 
Delirium on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
function: A Meta-analysis

周建雄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20-09:30 心胸外科麻醉
安全护理路径应用于肺癌胸腔
镜手术围麻醉期的实证研究

刘艳秋 临沂市肿瘤医院

09:30-09:4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恐惧记忆中 GluN2A/IQGAP1/
ERK 调控 组蛋白磷酸化修饰的
机制研究

刘晓亚

徐州医科大学江苏省麻醉
学重点实验室及江苏省麻
醉与镇痛应用技术重点实
验室

09:40-09:5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Wnt5a 通路在开胸术后慢性痛
中的作用机制

朱阿芳 北京协和医院

09:50-10:00 疼痛治疗
与研究

Ca2+-DMT1(-)IRE- 铁聚积通路
在瑞芬太尼诱导的 痛觉过敏中
的作用研究

舒瑞辰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10:00-10:10 中西医结合
麻醉

电针刺对内毒素急性肺损伤线
粒体融合与分裂的影响

张　圆 南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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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0:10 2 号壁报机 主持人：刘学胜、石海霞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08:00-08:10

Comparison of the cuff pressure 
of TaperGuard endotracheal tube 
and cylindrical endotracheal tube 
after lateral rotation of head during 
middle ear surgery: A single blind 
clinical study

Young-
hoon 
Jeon

Department of Anesthesi-
ology and Pain Medicine, 
Kyungpook National Uni-
versity Hospital, Daegu, 
South Korea

08:10-08:20 心胸外科麻醉
不同单肺通气模式对胸腔镜下
肺癌根治术氧化应激的影响

宋正环 南京市江苏省肿瘤医院

08:20-08:30 神经外科麻醉
经皮穴位电刺激和电针复合局
部麻醉 对颈动脉支架置入术患
者 术中及术后恢复的影响

赵春美 北京天坛医院

08:30-08:4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异氟醚改善脓毒症血清引起的
C2C12 肌管细胞线粒体自噬

刘　力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8:40-08:50 疼痛治疗
与研究

Role and mechanism of Dorsal root 
ganglion transcription factor OCT1 in 
the meditation of DNMT3A epigen-
etic pathway in peripheral nerve 
injury-induced neuropathic pain

袁静静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8:50-09:00 老年人麻醉

羟考酮预处理在老年患者腹腔
镜胆囊切除术中对交感神经的
影响 --- 一项随机，对照，前瞻
性研究

牛晓丽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
附属医院

09:00-09:10 疼痛治疗
与研究

右美托咪定混合羟考酮用于老
年胃肠道手术后患者静脉自控
镇痛的适宜药量配比

赵　伟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09:10-09:20 特殊病例报告
以 EARS 为导向的巨大胸腺瘤椎
管内转移危重患者手术的麻醉
处理

姚　兰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09:20-09:30 创伤急症手术
麻醉

右美托咪定对创伤性脑损伤后
肺损伤的调控作用及机制研究

王园园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
医院

09:30-09:40 疼痛治疗
与研究

Chronic constriction injury of sciatic 
nerve changes circular RNA expres-
sion in rat spinal dorsal horn

曹　嵩
遵义医学院，贵州省麻醉
重点实验室

09:40-09:50 老年人麻醉
七氟醚对老年患者腔镜胃癌术
后血清 Aβ-42 及 Tau-181 蛋白
的影响

裴向东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50-10:00 老年人麻醉
应用 TcPCO2 指导老年患者全麻
术后拔管以降低术后呼吸系统
不良事件发生率的临床研究

魏晶晶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0:00-10:10 老年人麻醉
脉冲式持续给药髂筋膜间隙阻
滞对老年人髋部骨折的影响

种　皓 北京积水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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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0:10 3 号壁报机 主持人：王　晟、李　茜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08:00-08:10

Effect of transfusion on post-
operative acute kidney injury 
among patients undergoing hip 
arthroplasty

CHOI_
YOONJI

Department of Anesthesia 
and Pain Medicine, Pusan 
National University Yang-
san Hospital, Yangsan, 
Gyeongsangnam-do, Korea

08:10-08:20

The effect of aprepitant com-
bined with palanosetr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 in women 
patients using IV-PCA: aprep-
itant plus palonosetron vs palo-
nosetron alone

Soon 
Im Kim

Dept of Anesthesiology 
and Pain Medicine, Soon-
chunhyang Univers i ty 
Seoul Hospital, Seoul, Ko-
rea

08:20-08:3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全麻腹部手术患者术后肺部感染
的病原菌分布及相关因素分析

刘祯庆 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

08:30-08:40 老年人麻醉
米诺环素降低老年病人人术后
谵妄的随机，对照，双盲的临
床研究

李　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 ( 东院 )

08:40-08:5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麻醉学到围术期医学的挑
战——加速康复外科在我国的
前进之路

闵　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08:50-09:00 老年人麻醉
急性等容血液稀释用于老年脊
柱手术患者的安全性评价

苏永俊 福建省立金山医院

09:00-09:10 神经外科麻醉
超声引导颈丛阻滞复合右美托
咪定用于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的
观察

凡浙录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9:10-09:20 特殊病例报告
合并线粒体病产妇行剖宫产的
麻醉管理 - 个案报道

郑　强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09:20-09:30 麻醉并发症
围手术期患者嗅觉功能与术后
认知功能的相关性研究

蒋　珊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09:30-09:40 产科麻醉
右美托咪定预防剖宫产患者腰
硬联合麻醉后寒战的临床观察

渠江涛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09:40-09:50 重症监测治疗
与研究

HOE-642 对大鼠窒息性心跳骤
停模型中脑神经细胞线粒体的
保护作用

张鹏娇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

09:50-10:0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NIHSS 评估围术期脑卒中的信
度与效度评价

孙卓男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00-10:10 区域麻醉
超声引导下腰方肌阻滞在结肠
癌加速康复外科手术中的应用

袁　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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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0:10 4 号壁报机 主持人：罗　艳、曹学照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08:00-08:10

The add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ondansetron and dexamethasone 
for preventing 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 in gynecologic surgery

Jae 
Hwa 
Yoo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and Pain Medicine, Soonchun-
hyang University Seoul Hospi-
tal,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08:10-08:20
Intraoperative lung ultrasound 
for the cardiothracic events: 
two clinical cases

KIM_
BONG 

IL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and 
Pain medicine, School of Medi-
cine, Daegu Catholic University

08:20-08:3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智能化技术是提升镇痛安全和
质控的高效手段

曹汉忠
南通市肿瘤医院 / 南通市
第五人民医院

08:30-08:40 老年人麻醉
二次全膝关节置换术影响老年
患者术后早期认知功能恢复的
机制研究

李晶晶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08:40-08:50 气道管理
颈围 / 张口度比值在颈椎手术
困难喉镜显露中的预测价值

韩永正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8:50-09:00 疼痛治疗
与研究

Efficacy of Opioid Analgescis 
for Opioid-Torerant Patients 
with Breakthrough pain—A 
Network Meta-Analysis

李科佶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09:00-09:10
麻醉相关新技
术、新业务
进展

可视双腔支气管导管在肺隔离
技术中的价值

吕　磊 山西省人民医院

09:10-09:20 重症监测治疗
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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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星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
大学西京医院

09:20-09:30 输血及血液
保护

不同血红蛋白浓度对失血性休
克兔肺功能的影响

刘　丽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09:30-09:40 麻醉护理
综合保温措施在围手术期间对
患者的影响

符白嫩
海口市人民医院 /中南大学
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

09:40-09:5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he mechanism of Egr/IL-2 reg-
ulation pathway in hyperalgesia 
induced by acute REM-sleep 
deprivation and agitation of 
sevoflurane anesthesia in rats

Shen 
Qianni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09:50-10:00 输血及血液
保护

国产自体血回收机在脊柱手术
中对红细胞形态和功能的影响

黄　倩
湖南省人民医院 / 湖南师
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0:10 疼痛治疗
与研究

B 超引导下腹横肌平面阻滞对
胃癌患者术后镇痛效果和免疫
功能的影响

游学学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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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0:00 5 号壁报机 主持人：田毅、戴茹萍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08:00-08:10

Drug Test Model to Evaluate 
the Cardiac Function with 
Echocardiography in Coronary 
Revascularization in Rat Heart

Seo-
kyoung 
Song

Department of Anesthesi-
ology and Pain medicine, 
School of Medicine, Daegu 
Catholic University

08:10-08:2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新生小猪缺血缺氧后自噬流受
损触发皮层感觉运动神经元细
胞死亡

崔德荣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08:20-08:3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局部低温减轻火器伤肢体止血
带应用引起的缺血再灌注损伤

兰凯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 重庆市西南医院

08:30-08:40 麻醉并发症
尼莫地平对全麻老年患者术后
谵妄的影响

李亚南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08:40-08:50 器官移植麻醉
The Modified Surgical Apgar 
Score in orthotopic liver trans-
plantation

李军
Department of Anesthe-
sia ,  Chengdu Mil i tary 
General Hospital

08:50-09:0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血清微小 RNA-221-3p 在评价
围术期患者抑郁情绪中的临床
价值

冯建国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9:00-09:1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MicroRNA-223 对电针预处理调
控 GluR2 诱导脑缺血耐受作用
的影响

刘曌宇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09:10-09:20 重症监测治疗
与研究

高流量湿化氧对危重患者脱机
后呼吸功能的保护作用

陈元杰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
医院

09:20-09:3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Propofol regulates the expres-
sion of TLR4 through miR-21 in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
lial cells 

马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
医院

09:30-09:4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B 超引导下胸椎旁神经阻滞联
合异丙酚闭环靶控输注在胸腔
镜肺叶切除中的应用

胥露露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40-09:5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Peony reverses tau phosphor-
ylation level and cognitive 
injuries via GSK3 beta pathway 
in mouse depression model

罗婷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
中心

09:50-10:0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丙泊酚诱导新生小鼠海马NR2B
亚基膜转位下调及空间记忆
受损

王雨竹 北京世纪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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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0:10 6 号壁报机 主持人：葛圣金、林　云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08:00-08:10

Postoperative nausea and 
vomiting after thyroidectomy: 
a comparison between dexme-
detomidine and remifentanil as 
part of balanced anesthesia

PARK_
SUNG 

SIK

Department of Anesthesi-
ology and Pain Medicine, 
Kyungpook National Uni-
versity Hospital, Daegu, 
Korea

08:10-08:2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Body size and leg size can in-
crease contact pressure to calf 
region using boot-support-type 
leg holder system in lithotomy 
position

水野树
顺天堂大学附属顺天堂
医院

08:20-08:3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右美托咪定复合舒芬太尼镇痛
对烧伤换药疼痛诱发 P2X7 介导
炎性反应的调控及预后的影响

鲁稳梁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8:30-08:40 儿科麻醉
早产低体重儿骶管阻滞 30 例
体会

王　举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河
南省妇幼保健院

08:40-08:5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茶多酚对大鼠脑缺血损伤的最
佳保护剂量探讨

赵　静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08:50-09:0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α7nAchR 激动剂对体外循环致
肠屏障损伤的保护作用

常　畅 沈阳军区总医院

09:00-09:10 产科麻醉
右美托咪啶复合舒芬太尼应用
于剖宫产患者术后自控静脉镇
痛效果及患者满意度

王绪健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 / 山东
省妇产医院

09:10-09:2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异氟烷对发育期大鼠海马 Cdh1
表达及远期学习记忆的影响

姚文龙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09:20-09:30 超声与可视化
关于超声探测小儿术前胃内容
物的临床研究

杨　余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 皖
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

09:30-09:4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脑内肥大细胞对神经血管单元
的调控 及其在外周术后中枢炎
症中的作用

张　祥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江苏省人民医院）

09:40-09:5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慢病毒载体介导 GDNF 过表达
延缓骨癌痛大鼠吗啡耐受的
形成

徐　伟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09:50-10:00 特殊病例报告
妊娠合并急性胰腺炎术前诱发
膈疝一例

龚海霞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00-10:1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Altered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spinal genes modulated by 
compound 48/80 in a mouse 
itch model

何志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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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0:10 7 号壁报机 主持人：王海英、李治松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08:00-08:10

Impact of hemodilution using 
hydroxyethyl starch 130/0.42 
on whole blood viscosity and 
tissue oxygen delivery

LEE_
DONG 
KYU

Department of Anesthe-
siology, Guro-Hospital 
Korea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Seoul, Korea

08:10-08:20 麻醉学科建设
邵逸夫医院构建集中式信息化
麻醉评估与宣教体系的实践

马晓旭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
夫医院

08:20-08:30 麻醉并发症
胰岛素生长因子 1 对老龄大鼠
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

于京福 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区）

08:30-08:40 临床及转化医
学研究

智能调节无线镇痛泵系统在术
后镇痛中的应用

屠伟峰 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

08:40-08:5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异氟烷预处理增强 M2 型小胶
质细胞活化减轻电磁脉冲所致
神经损伤

张霞婧 西安市第四医院

08:50-09:00 儿科麻醉
评价不同剂量的纳布啡在小儿
腹腔镜手术术后镇痛中的效果

范文杰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09:00-09:10 神经外科麻醉

Combined application of 
Tranexamic Acid and Throm-
belastography may decrease 
blood loss and transfusion 
requirements in pediatric epi-
lepsy surgery

段庆芳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09:10-09:20 疼痛治疗
与研究

Toll 受体 4（TLR4） 通过磷
酸化 NF-KB 调节背根神经节
（DRG）中电压门控性钠通道
（Nav1.7）的表达和脊髓小胶
质细胞的增殖活化参与大鼠术
后慢性疼痛的形成

韩学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20-09:3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JAK2/STAT1 信号通路对大鼠自
体原位肝移植后急性肾损伤的
影响

王　菲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09:30-09:40 麻醉质控与加
速术后康复

小剂量右美托咪定预处理防治
瑞芬太尼诱发咳嗽反射

李　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09:40-09:50 门诊、PACU 和
手术室外麻醉

建立护士电子档案管理模式的
探讨

张　静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9:50-10:00 骨科麻醉

Narcotrend 分级监测联合
CONCERT-CL 闭环靶控输注 系
统在腹腔镜胃肠手术麻醉中的
应用

章　敏 安徽省立医院

10:00-10:10 心胸外科麻醉
糖尿病和非糖尿病对开胸手术
术后胰岛素抵抗的影响

李凌海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
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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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0:00 8 号壁报机 主持人：谢玉波、赵　磊

时间 类别 题目 主讲人 单位

08:00-08:10

The analysis the effect-site 
concentration of propofol 
affecting the left ventricular 
long-axis systolic performance: 
mitral annular tissue Doppler 
study

KIM_
TAE 
YOP

Department of Anesthe-
siology, Konkuk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Konkuk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
icine,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08:10-08:20 重症监测治疗
与研究

阿司匹林诱生型脂氧素 A4 对白
介素 -4 诱导的小胶质细胞 M2
极化的影响

胡利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

08:20-08:3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低温环境下失血性休克猪罗库
溴铵药效学特点的研究

叶　敏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 重庆市西南医院

08:30-08:40 儿科麻醉
右美托咪定对紫绀型先天性心
脏病婴幼儿体外循环 应激反应
的影响

邱永升 郑州市儿童医院

08:40-08:50 重症监测治疗
与研究

Methane ameliorates spinal 
cord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rats: Antioxidant, an-
ti-inflammatory and anti-apop-
totic activity mediated by Nrf2 
activation

王丽萍
福州总医院（原：解放军
九三医院）/ 东方医院

08:50-09:00 基础及应用基
础研究

NDRG2 减轻星形胶质细胞水肿
维持血脑屏障的完整性 从而减
轻脑缺血后脑水肿作用的研究

郭　航 陆军总医院

09:00-09:10 超声与可视化
超声瞬时波强技术评价丙泊酚
和依托咪酯单剂量对循环动力
学影响的研究

温晓晖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09:10-09:20 超声与可视化
一种便携式超声探头无菌套膜
装置用于超声引导中心静脉穿
刺置管的效果

孙　可 北京积水潭医院

09:20-09:30 区域麻醉
超声下竖脊肌阻滞对开胸手术
术后的镇痛作用

吴艳琼 十堰市太和医院

09:30-09:40 产科麻醉
Factors for predicting cesarean 
section during epidural analge-
sia: a retrospective study

王　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
产医院

09:40-09:50 疼痛治疗
与研究

祖师麻止痛喷雾剂治疗急性软
组织损伤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
研究

成丹丹
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
医院

09:50-10:00 老年人麻醉
氟比洛芬酯联合保护性机械通
气对胸科手术老年患者术后认
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陈家琪 安徽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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