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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cupuncture Preconditioning on Apotosis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of ischemic cereb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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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Review of Adult Epilepsy Treated by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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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Yangyinjiedu Decoction on Acute Esophagitis Caused by 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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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ative Effect of Migraine Treated by Mongolian Medical Brain
Vibration Treatment and Its effects on Plasma 5-hydroxytrypta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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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Ulinastatin Combined with Xingnaojing injection on Neuron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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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e Effect of Shaoyao Ruangan Recipe on Hepatocarcinoma
in Tumor-bearing H22 mice and Its Effect on VEGF and PCNA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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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Hyperlipidemia and Chinese Medicine
Constitution in 437 Cases of Guangzhou
ZHA NG Jing袁TA MG Y i袁HUA NG Sisi袁et al
渊622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