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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不同比例附子配黄连在 Caco-2 细胞模型中跨膜转运研究

周旺洋袁贺秀云袁刘梦婷袁等渊753冤

冠状动脉结扎渊孙络疏失冤模型大鼠心肌组织梗死区及缺血区 ICAM-1尧VCAM-1
基因表达的研究

国外院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穴北京 猿怨怨 信箱袁 员园园园源愿雪

丹参酮域A 对脓毒症大鼠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全国各地邮政局 邮发代号 苑愿原怨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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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急症编辑部发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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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袁等渊760冤

过灵香袁倪

伟袁祈

芳袁等渊763冤

彭

光袁马

军袁等渊766冤

戬袁程

江晓霁袁方勇飞袁冯晓枫袁等渊769冤
丹参多酚酸盐注射液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的 Meta 分析

闫奎坡袁朱翠玲袁孙彦琴袁等渊771冤

电针治疗脑卒中后记忆功能障碍临床研究

刘兰群袁李惠兰袁徐基民渊775冤

子午流注针刺法对哮喘模型豚鼠气道重塑的干预作用

电话院 园圆猿原远猿缘圆员猿怨猿

定 价

兴袁陈

高原脐贴软膏对家兔皮肤急性毒性和刺激性的实验研究

代号 酝员圆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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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婧玮袁翟

中药外用治疗肩手综合征的随机对照实验文献质量评价

发 行
国内院 重庆市邮政局

旺袁张俊修袁李绍旦袁等渊75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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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初步研究

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霍

蔡

彦袁李楚天袁林黄果袁等渊778冤

电针对大鼠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抗炎机制研究

李跃兵袁张

泓袁李铁浪袁等渊781冤

祛瘀化痰方对易损斑块模型大鼠炎症的影响

李情琴袁栗

薇袁许利平袁等渊784冤

心痛方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的临床疗效观察及其对黏附分子的影响

小续命汤治疗急性脑梗死的系统评价

范金茹袁陈

彤袁周斐然袁等渊787冤

万芳竹,赵

静袁崔德芝袁等渊79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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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袁朴春丽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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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玉袁周小莉渊80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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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袁等渊80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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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春袁申志扬袁游

问
邓铁涛

冯菊农

李光荣

杜怀棠
钱 英

周平安
符为民

罗本清

陈

平袁章亚成袁季建敏渊813冤

王忠民主任医师以补肾为主治疗经行头痛经验

袁

媛袁王明闯袁王忠民渊816冤

·证治探讨·
杨淑莲

浅谈进展性脑梗死的中医证型特点

孙长勇

王茂生袁等渊818冤

马晓玲袁潘维维袁钱惠江袁等渊822冤

论中医野痰瘀冶理论在冠心病介入术后的应用

楚

玲袁姚红艳渊825冤

洪

日袁于征淼渊828冤

·实验报告·
五生饮的毒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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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群袁张引法袁常向阳袁等渊832冤

·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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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国庆

强袁方俊锋袁卿立金袁等渊811冤

季建敏教授应用野瘀热冶学说治疗过敏性紫癜经验

中医药干预急性白血病治疗策略

名誉主编
王永炎

方渊808冤

吴伟教授应用野治未病冶理念防治病毒性心肌炎经验
左

顾

刚袁史锁芳渊805冤

射干麻黄汤个案文献质量评价

王承德

江

洪

刘宏宇袁高

岑袁宋俊生渊835冤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系统的治疗痰热型中风方剂组方规律分析
王晓蕊袁张蕴慧渊83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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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左
李乾构

孙树椿
沈绍功

姚乃礼

梅广源

李佩文
姜良铎

·医籍研析·
张锡纯治疗热病学术思想之探讨

·综

温俊茂袁谢平霖袁温俊雄袁等渊841冤

述·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骨折的病因及治疗进展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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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臣
孔 立
关继华

王行宽 方国璋
冯涤尘 乔之龙
孙增涛 闫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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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敬来 朱 敏
宋一亭 张卫华
张念志 张敏州
张忠德 李书良

张小春

妊娠剧吐中医药治疗进展

姜树民 肖鲁伟 陈立新
陈远平 陈绍宏 郑 峰
孟智宏 罗 侃 罗 翌
罗 玲 周 奇 赵 静
赵宁波 赵宜军 姚晓青
高 颖 奚肇庆
崔应麟 常毓颖
盖国忠 韩 艳
曾晓春 戴伟杰
薛一涛 穆来安

唐旭东
梅建强
曾定伦
熊旭东
魏江磊

刘晋闽渊844冤

饶思远袁赖凤飞渊847冤

·临床观察·
银翘退热汤加减治疗小儿外感发热临床观察

吕亚芳渊800冤

麝香保心丸治疗冠心病合并代谢综合征临床观察

石国权袁李寿军渊837冤

自拟益气养阴解毒汤联合 GP 方案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观察
灯盏细辛注射液对 ARDS 炎性因子及凝血机制的影响
翘荷豉栀汤加味灌肠佐治小儿高热惊厥 36 例

中药结合雷火灸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研究

王艳春袁程

俊渊851冤

郭献阳袁陈如杰袁庄

荣渊854冤

吕红粉
赵颜俐袁路

清热解毒汤联合西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观察

周海霞渊856冤

瑜袁梁

云渊859冤

朱维群袁金

峰渊861冤

清热化湿肠宁汤治疗大肠炎症性息肉渊湿热蕴脾证冤的疗效分析
谢

飞

罗青华

朱群卉渊864冤

强制性运动联合高压氧疗法在痉挛性偏瘫患者神经功能恢复中的应用
樊留博袁江毅卿袁 田

瑛袁等渊866冤

五味消毒饮加减对急性盆腔炎患者 CRP尧TNF-琢尧IL-6 的影响及疗效观察

张秀焕袁冯书娟袁李

瑛渊869冤

钩芍降压方对老年高血压病血压变异性的影响
姚灿坤袁张炜宁袁唐新征袁等渊871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细菌性痢疾临床观察

许群智渊873冤

温肺活血方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期临床疗效观察
马民凯袁王同乐袁马红建袁等渊875冤

中国中医急症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心肌梗死临床观察

张

补肾生血法对肿瘤化疗后白细胞减少症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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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娜袁刘

勇袁孙伟正袁等渊879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临床观察

白惠芙渊881冤

中药内服外用治疗急性湿疹疗效观察

唐苏为袁谢韶琼袁汪青良渊884冤

参附注射液在骨折术后的应用
本刊为

张运平渊886冤

微创穿刺清除术联合白虎承气汤加味治疗基底节区脑出血的临床观察

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期刊

孙帮清袁吴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鑫袁林建华袁等渊888冤

中药熏洗在郁度踝关节骨折脱位治疗中的应用观察

中国中医药优秀期刊

李朋斌袁马友发袁韩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推拿配合针刺及红外线治疗落枕的临床观察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穴光盘版雪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穴遴选雪数据库收录期刊

钟

柴胡龙骨牡蛎汤加减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临床观察

丁谦谦渊894冤

芪参胶囊对不稳定型心绞痛疗效观察及 IL-17 水平的影响

周

倩渊896冤

石来军袁赵

旸渊898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栓性痔疮的临床观察

承办

冰袁等渊890冤

涔袁章家福袁刘洪波渊892冤

参苓白术散口服联合培菲康和蒙脱石散治疗小儿秋季腹泻 55 例

陈称心袁黄凌云袁孙余挺渊900冤

火针结合药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疗效观察

重庆市中医研究院

李

娜袁张春雨袁刘

影渊902冤

李

艳袁梁海英袁马

亮渊904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前部葡萄膜炎减少复发的临床疗效

协办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自拟肾炎汤联合西医治疗小儿急性肾炎疗效观察

吉泰安渊四川冤药业有限公司

陆世凯渊906冤

自拟心衰方联合超声脉冲电导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疗效观察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高江宝袁何志良渊908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肾病的临床观察

广告代理

潘红珍袁张建飞袁李勇杰渊910冤

仙方活命饮加减治疗急性泪囊炎临床观察

北京纵横杏林广告有限公司

温经通络法治疗急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观察

张

兰袁刘亚转渊912冤

孙文山袁张

建袁侯全运渊914冤

加味逍遥散联合西药治疗甲亢性心脏病临床观察

邱作奇袁钱海清渊916冤

参附注射液对慢性心力衰竭 NT-proBNP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编辑部主任

徐丽林袁管昌益袁王朝阳袁等渊918冤

张洪雷
编辑人员

针刺配合刺血拔罐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观察

于志强渊920冤

参附注射液在普外科术后的应用

张志峰渊922冤

江 洪 张洪雷 安 浚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急性肾炎临床观察

王 珏 蔡雨菲 江 莎

康复新液治疗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膀胱痉挛的临床观察

寇明星 侯 彬 张 旗

应

贾

本期
责任编辑 江 莎
蔡雨菲 侯

彬

琴袁叶

磊渊923冤

民袁张晓宇袁李伟华袁等渊925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肾病综合征严重水肿蛋白尿临床观察

吴锦美袁吴国星渊927冤

针刺联合药浴治疗中风患者下肢肌张力增高疗效观察

乔士光袁李志宇渊929冤

羚角钩藤汤对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患者氧化应激状态的影响

责任校对 王 珏
英文译校 魏 知

建渊877冤

清解复脉汤治疗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临床观察

黄银凤渊931冤
李保军袁许志强渊93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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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原饮合小柴胡汤加减治疗高热的辨治体会
针刺治疗舌咽神经痛的体会
中西医结合治疗缺血性心肌病巨大心脏难治性心衰
痛风辨治心得

秦姿凡袁王保和渊935冤
田洪昭袁孙忠人袁荀文臣渊936冤
刘炳初渊937冤
高立珍袁孟

彪渊93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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