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月刊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创刊　 　 第 ３５ 卷　 　 第 １２ 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出版　 　 　 　 　

总编辑
于布为　 黄宇光

编辑部主任
万　 茹

主　 管
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　 办
中华医学会南京分会
２１０００３，南京市紫竹林 ３ 号

编　 辑
　 临床麻醉学杂志编辑委员会

２１０００３，南京市紫竹林 ３ 号
电话：（０２５）８３４７２９１２
Ｅｍａｉｌ：ｊｃａ＠ ｌｃｍｚｘｚｚ．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ｃｍｚｘｚｚ．ｃｏｍ

出　 版
　 临床麻醉学杂志编辑部

２１０００３，南京市紫竹林 ３ 号
电话：（０２５）８３４７２９１２
Ｅｍａｉｌ：ｊｃａ＠ ｌｃｍｚｘｚｚ．ｃｏｍ

印　 刷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

发　 行
　 国内：江苏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
（北京 ３９９ 信箱，１０００４４）
代号 Ｍ４６６９

订　 购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２８⁃３５
ｈｔｔｐ：∥ｂｋ．１１１８５．ｃｎ

邮　 购
　 临床麻醉学杂志编辑部

２１０００３，南京市紫竹林 ３ 号
电话：（０２５）８３４７２９１２
Ｅｍａｉｌ： ｊｃａ＠ ｌｃｍｚｘｚｚ．ｃｏｍ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４⁃５８０５
ＣＮ ３２⁃１２１１ ／ Ｒ

广告发布登记号
广登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４３

定　 价
　 每期 １５．００元，全年 １８０．００元

２０１９ 年版权归中华医学会南京分会
所有

目　 　 次

临床研究

　 经皮肾镜取石术中不同通气策略对视神经鞘直径的

影响 刘玥　 宋芬　 吴瑶等 １１４９……………………………………………

　 疼痛敏感性及阿片类镇痛药用量与多巴胺转运体基因多态性的

相关性 柯雪茹　 雷波　 王明春等 １１５３…………………………………

　 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对依托咪酯致患者意识消失

ＥＤ９５的影响 王莹　 辛曙辉 １１５７……………………………………………

　 不同血压调控水平对老年患者髋关节置换术中局部脑氧饱和度

及术后谵妄的影响 徐杏梅　 陈齐　 李云等 １１６１………………………

　 七氟醚联合纤维支气管镜表面麻醉在困难气道插管中的

应用 徐亚杰　 王晓亮　 张勇等 １１６６………………………………………

　 两种容量罗哌卡因用于超声引导下肌间沟臂丛神经阻滞

对膈肌麻痹的影响 殷琴琴　 许强　 陈有园等 １１７０……………………

　 超声引导下前锯肌平面阻滞对乳腺癌患者术后镇痛的

影响 张隆盛　 林旭林　 林耿彬等 １１７４…………………………………

　 纳布啡与舒芬太尼在后腹膜镜术后镇痛效果的

比较 周建敏　 胡中坤　 陈赛丹等 １１７８…………………………………

　 全麻患者围术期中心静脉血糖与手指末端血糖的

相关性 周永连　 梁宵　 朱敏敏 １１８１………………………………………

　 肺保护性通气策略联合右美托咪定对胸腔镜肺癌根治术

患者的肺保护作用 高蓉　 顾连兵　 许仄平等 １１８５……………………

　 意识指数监测下瑞芬太尼或舒芬太尼复合丙泊酚

在妇科短小手术中的比较 段怡　 张欢　 高翠荣等 １１８９……………

　 术前脑状态指数预测老年患者神经认知功能的

有效性 童朝阳　 吴镜湘　 徐美英 １１９３…………………………………

　 老年髋关节置换术患者术后慢性疼痛的相关因素

及其预测模型 鲁义　 姚嘉茵　 龚楚链等 １１９７…………………………



　 超声引导下高容量注射与冲击波治疗慢性非止点跟腱腱病的比较 程浩　 陆伟萍　 高献忠等 １２０１………

医学教育

　 标准化患者在评估麻醉临床型研究生术前访视能力中的应用 龚亚红　 王维嘉　 范洪伟等 １２０５…………

实验研究

　 脉冲射频治疗对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模型大鼠脊髓背角自噬的影响 王峰　 蒋宗滨　 张爱民等 １２０９………

　 骨形态发生蛋白⁃２ 信号通路在右美托咪定所致大鼠房室结缝隙连接蛋白

表达中的作用 钟毅　 祝瑜　 路凯等 １２１４………………………………………………………………………………

　 氯胺酮对新生大鼠海马区 Ｇ 蛋白偶联受体 ３０ 表达的影响 李建立　 尚瑞媛　 刘妹女等 １２１８………………

　 星状神经节阻滞对大鼠急性心肌梗死后室性心律失常的影响 魏涧琦　 刘小龙　 吴财能 １２２２……………

综述

　 肥胖患者围术期液体治疗的研究进展 李冠珠　 魏珂 １２２５……………………………………………………………

　 超声评估膈肌功能在预测机械通气脱机中的应用进展 董雪　 高巨 １２２８…………………………………………

继续教育

　 Ｂａｓｋａ 喉罩的临床应用进展 张紫嫣　 甘丽　 董长生等 １２３１…………………………………………………………

　 胸椎旁神经阻滞严重并发症———全脊麻 冉茂琳　 于布为　 薛庆生 １２３４…………………………………………

病例报道

　 子痫前期产妇合并脑脊液漏致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一例 王玉　 蒋鑫　 张浩等 １２３７………………………

　 重度肺动脉高压患儿全麻下行心导管检查一例 许增华　 刘国亮　 蔡晶晶等 １２３９……………………………

　 气管狭窄患儿行面部畸形整复术延期手术麻醉一例 陈秋妙　 王维　 施小彤 １２４０……………………………

读者·作者·编者

　 《临床麻醉学杂志》可直接使用缩略语的词汇 １１９６………………………………………………………………………

消息

　 《临床麻醉学杂志》２０２０ 年度征订通知 １１９２………………………………………………………………………………

　 ２０１９ 年 ＣＳＡ⁃ＩＣＡＡ 学术研讨会、ＩＣＡＡ 年会、协和－宾大围术期患者安全专题研讨会

　 暨“围术期患者安全”中美质控联合会议成功举办 １２０４………………………………………………………………

附录：《临床麻醉学杂志》２０１９ 年（第 ３５ 卷）１－１２ 期文题索引 １２４１……………………………………………………

本刊稿约见本卷第 １ 期 １０３－１０４ 页、第 ７ 期 ７２７－７２８ 页

本期责任编辑　 张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８５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５， Ｎｕｍｂｅｒ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５， ２０１９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
ＹＵ Ｂｕｗｅｉ　 ＨＵＡＮＧ Ｙｕｇｕａｎｇ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ＷＡＮ Ｒｕ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ｐｏｎｓ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
３ Ｚｉｚｈｕｌ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０３，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ｉｔｉｎｇ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３ Ｚｉｚｈｕｌ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０３，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００８６⁃２５⁃８３４７２９１２
Ｅｍａｉｌ：ｊｃａ＠ ｌｃｍｚｘｚｚ．ｃｏｍ
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ｃｍｚｘｚｚ．ｃｏｍ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３ Ｚｉｚｈｕｌ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０３，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００８６⁃２５⁃８３４７２９１２
Ｅｍａｉｌ：ｊｃａ＠ ｌｃｍｚｘｚｚ．ｃｏｍ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Ｂｏｘ ３９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４，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ｄｅ Ｎｏ． Ｍ４６６９

Ｍａｉｌ⁃Ｏｒｄ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３ Ｚｉｚｈｕｌ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０３，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ｌ：００８６⁃２５⁃８３４７２９１２
Ｅｍａｉｌ：ｊｃａ＠ ｌｃｍｚｘｚｚ．ｃｏｍ

ＣＳＳＮ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４⁃５８０５
ＣＮ ３２⁃１２１１ ／ Ｒ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２０１９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ＲＩＥ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ｐｔｉｃ ｓｈｅａｔｈ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 １１４９……………

ＬＩＵ Ｙｕｅ， ＳＯＮＧ Ｆｅｎ， ＷＵ Ｙａｏ，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ｏｆ ＤＡＴ１ ｗｉｔｈ ｐａｉ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ｐｉｏｉｄｓ ｄｏｓｅ １１５３……………………………

ＫＥ Ｘｕｅｒｕ， ＬＥＩ Ｂｏ，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ｃｈｕｎ，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 ｏｎ ＥＤ９５ ｏｆ ｅｔｏｍｉｄａｔｅ

ｆｏｒ 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１１５７……………………………………………………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ＸＩＮ Ｓｈｕｈｕｉ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ｌｉｒｉｕｍ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ｈｉｐ ｒｅｐａｌｃｅｍｅｎｔ １１６１…………………………………

ＸＵ Ｘｉｎｇｍｅｉ， ＣＨＥＮ Ｑｉ， ＬＩ Ｙｕｎ，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ｖｏｆｌｕｒａｎ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ｖｉａ ｆｉｂｅｒ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１１６６……………

ＸＵ Ｙａｊｉｅ，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ｏｆ ０ ３７５％ ｒｏｐｉｖａｃａｉｎｅ ｏｎ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

ｐａｒａ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ｓｃａｌｅｎｅ ｂｒａｃｈｉａｌ ｐｌｅｘｕｓ ｂｌｏｃｋ

ｕｎｄｅ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１１７０………………………………………………

ＹＩＮ Ｑｉｎｑｉｎ， ＸＵ Ｑｉ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Ｙｏｕ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ｇｕｉｄｅｄ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ｓｅｒｒａｔｕｓ ｐｌａｎｅ ｂｌｏｃｋ

ｏｎ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１１７４………

ＺＨＡＮＧ Ｌｏｎｇｓｈｅｎｇ， ＬＩＮ Ｘｕｌｉｎ， ＬＩＮ Ｇｅｎｂ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ｂｕｆｅｎ ａｎｄ ｓｕｆｅｎｔａｎｉｌ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１１７８………………………………………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ｍｉｎ， ＨＵ Ｚｈｏｎｇｋｕｎ， ＣＨＥＮ Ｓａｉｄａ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１１８１………………………………………………………………

ＺＨＯＵ Ｙｏｎｇｌｉａｎ， ＬＩＡＮＧ Ｘｉａｏ， ＺＨＵ Ｍｉｎｍ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ｕｎｇ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ｌｕｎｇ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ｖｉｄｅｏ⁃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ｈｏｒａｃｏｓｃｏｐｉｃ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１１８５………

ＧＡＯ Ｒｏｎｇ， ＧＵ Ｌｉａｎｂｉｎｇ， ＸＵ Ｚｅ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ｆｏｌ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 ｏｒ ｓｕｆｅｎｔａｎｉｌ ｉｎ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ｈｏｒ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１１８９………………………………………………………………………

ＤＵＡＮ Ｙｉ，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ａｎ， ＧＡＯ Ｃｕｉ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１１９３…………………………………………………………………………………………………………

ＴＯＮＧ Ｃｈａｏｙａｎｇ， ＷＵ Ｊ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ＸＵ Ｍｅｉｙ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ｈｉｐ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１１９７……………………………………………………………………………………………

ＬＵ Ｙｉ， ＹＡＯ Ｊｉａｙｉｎ， ＧＯＮＧ Ｃｈｕｌ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ｖｏｌｕｍｅ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ｇｕｉｄｅｄ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ｓｈｏｃｋ ｗａ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ｎｏｎ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ｈｉｌｌｅｓ ｔｅｎｄｉｎｏｐａｔｈｙ １２０１……………………………………………………………………

ＣＨＥＮＧ Ｈａｏ， ＬＵ Ｗｅｉｐｉｎｇ， ＧＡＯ Ｘ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１２０５…………………………………………………………………………

ＧＯＮＧ Ｙａｈ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ｊｉａ， ＦＡＮ Ｈｏｎｇ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ｕｌｓｅｄ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ｎ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 ｒａｔ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 ｐｏｓｔｈｅｒｐｅｔｉｃ ｎｅｕｒａｌｇｉａ ｍｏｄｅｌ １２０９…

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Ｚｏｎｇｂ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ＭＰ⁃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ｓ ｉｎ ａｔｒｉｏ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ｎｏｄ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 ｉｎ ｒａｔｓ １２１４…………………………………………………………………………………

ＺＨＯＮＧ Ｙｉ， ＺＨＵ Ｙｕ， ＬＵ Ｋａｉ，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ｋｅｔａｍｉ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３０ ｉｎ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ｏｆ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ｒａｔｓ １２１８……………………………………………………………………………………………………………

ＬＩ Ｊｉａｎｌｉ， ＳＨＡＮＧ Ｒｕｉｙｕａｎ， ＬＩＵ Ｍｅｉｎｖ，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ｅｌｌａｔｅ ｇａｎｇｌｉｏｎ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ｏｎ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 ｉｎ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１２２２………………………………………………………………………………………

ＷＥＩ Ｊｉａｎｑｉ，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ＷＵ Ｃａｉｎｅｎ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