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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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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经营许可证

毛兰芳袁汪龙德袁刘俊宏袁等渊112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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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压封闭引流技术联合丹黄消炎液治疗感染性糖尿病足坏疽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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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张
脑脉通胶囊稳定颈动脉易损斑块的临床研究

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强袁潘伟成袁等渊1132冤

宇袁李康康袁王

军渊1136冤

苗治国袁吕聪枝袁赵高峰袁等渊1139冤

补阳还五汤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的疗效和安全性系统评价

发 行

周曾璇袁陈雪梅袁易 健袁等渊114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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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袁等渊1144冤

姜伟超袁周亚滨渊1146冤

痰热清注射液辅助治疗放射性肺炎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
卢起飞袁汪成琼袁王
针灸配合手法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 Meta 分析

汪丽伟袁谢

俊袁等渊1149冤

冰袁周红海袁等渊1153冤

难治性癫痫中医虚实证候与脑电图及其与 NGFs 关系的研究

吴犀翎袁陈文强袁黄小波袁等渊1156冤

复方甘草酸苷对肢体缺血再灌注损伤影响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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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袁 宋春玲袁李

柴胡桂枝龙骨牡蛎汤加减治疗心脏神经症临床研究

卢卫忠袁刘正敏袁胡志芬袁等渊1159冤
阳和化岩汤对大鼠乳腺癌癌前病变细胞超微结构的影响

金妙妙袁傅健飞渊1162冤

温针灸膝四穴配合消肿利水方熏洗治疗膝关节创伤性滑膜炎的临床研究
王
甲型流感患者中医体质特点分析

为袁刘渝松袁马善治袁等渊1165冤

王晓才袁赵洪杰袁董晓根袁等渊1169冤

冠心病气虚血瘀型与冠脉血流储备分数的相关性研究
李志刚袁张培影袁周婷婷袁等渊1172冤
清热解毒法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血脂及血清指标的影响
陈

编委会的观点

航袁王

静袁付

莉渊1174冤

煅石膏外用对急性软组织损伤的治疗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袁请向中国
中医急症编辑部调换

李心亮袁李

珂袁刘月平袁等渊1176冤

·专家经验·
中国中医急症杂志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吕

彭勋超主任中医师治疗周围性面瘫经验

喻建兵袁彭勋超渊1182冤

霞袁邓先军渊1179冤

华明珍教授从脾论治心悸理论初探

何

何庆勇应用经方治疗心肾综合征的经验

蕾渊1184冤

米齐悦袁何庆勇渊1187冤

·证治探讨·

顾

问
邓铁涛

冯菊农

李光荣

杜怀棠
钱 英

周平安
符为民

罗本清

脾胃论中风之新思考

邱朝阳袁李衍滨渊1190冤

左弦脉与肝病关系的探讨

王

亚袁殷晓轩渊1193冤

·实验报告·
强力枇杷露相对密度测定的不确定度评定

张

彬袁周学兴袁李

蓉袁等渊1195冤

用于红花注射液生产的红花药材吸光度的质量标准研究

名誉主编
王永炎

潘红炬袁胡

美袁董

礼袁等渊1197冤

·文献分析·
参附注射液治疗急性胰腺炎的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

主

编
晁恩祥

张春漪袁逯

阳袁张良登渊1200冤

·医籍研析·

常务副主编
左国庆

刁本恕主任医师多元疗法治疗痛经的经验

清代医家汪赤厓经方辨治疑难重症医案举隅

王承德

副主编
王 左
李乾构

孙树椿
沈绍功

姚乃礼

梅广源

江

洪

李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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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陈永灿

钰渊1203冤

述·

心力衰竭与细胞凋亡及中医药研究进展

张奕奕袁薛一涛袁李

急性软组织损伤的中医药治疗进展

蒋国鹏袁谢兴文袁顾玉彪袁等渊1209冤

中医药治疗在肿瘤化疗不良反应中的应用

焱袁等渊1206冤

张康乐袁司文涛袁邵宏敏渊1212冤

中药有效成分防治痛风性关节炎的研究进展

吴霜霜袁戚益铭袁沈敏鹤袁等渊1215冤

·临床观察·
正胆汤加减治疗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临床观察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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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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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行宽 方国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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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旭东
梅建强
曾定伦
薛一涛

李双娣袁王鑫焱袁邓

悦渊1218冤

自拟骨愈康复灵汤配合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术治疗桡骨远端骨折的临床疗效研究
王宏亮

孙剑波

和佳敏渊1220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慢性喘息型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临床观察
程桂丽袁李
大柴胡汤加味治疗老年急性胆囊炎临床观察

石坤和袁高

针药合用治疗中风后抑郁症 33 例临床观察

杨

消斑汤治疗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临床观察

臧修明袁沙

萍袁闫

瑛袁顾

晶袁王

兆渊1223冤

渊袁等渊1225冤

非袁肖文华渊1227冤

针灸结合针刀触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下肢症状的临床观察
韦
穴位注射配合刮痧治疗脑干梗死后呃逆 45 例

姚会敏袁王

晔袁李开平渊1229冤
跃袁张

岩渊1231冤

欣袁张海鹏袁等渊1233冤

丹参多酚酸盐对冠心病心绞痛经皮冠脉介入治疗围手术期心肌损伤的影响
李春兰袁陈哲林袁陈冠成渊1235冤
解表和中方治疗急性吐泻的临床观察

刘

荆黄熏洗液促进痔术后创面愈合的临床观察

薇袁寇明星渊1238冤
王慧敏渊1240冤

三部开窍利咽针刺法治疗中风后吞咽困难临床观察
王文刚袁张惠利袁李淮安 等渊1242冤
针刺在粘连性肠梗阻患者术后康复中的应用

户玉鹏袁闫万里袁李琳华渊1244冤

解痉痰咳方联合穴位埋线治疗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观察
王
耳穴放血疗法对湿疹患者 IL-17 和 IL-23 表达的影响

品袁冯文杰袁杨环玮袁等渊1246冤

龚致平袁罗周慧袁谢文全袁等渊1249冤

Epley 手法复位结合深刺翳风穴治疗后半规管良性发作性位置性眩晕临床观察
何

刚渊1251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骨关节炎临床研究

颜

琴渊1254冤

月刊 员怨怨圆年 员园 月创刊

胺碘酮联合炙甘草汤加减治疗快速型心律失常临床观察

谢胜明渊1256冤
舒

震袁徐新亚渊125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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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止泻合剂加康复新液保留灌肠治疗小儿急性肠炎的临床观察

郭翠萍渊1260冤

滋阴止血方加减辅助西药治疗肺结核大咯血临床观察

刘香臣渊126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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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松片加用解毒消瘿散外敷治疗亚急性甲状腺炎的临床观察

自拟清肠解毒方灌肠辅助治疗慢加急性肝衰竭内毒素血症的临床观察
本刊为

张育菁渊1264冤

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期刊

中药熏蒸联合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肱骨近端 Neer 三尧四部分骨折临床观察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杨永辉渊1266冤

中国中医药优秀期刊

参附注射液治疗 30 例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观察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张国刚渊1268冤

项针联合吞咽康复训练对脑梗死后假性延髓麻痹患者吞咽功能的影响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源期刊

徐

中国学术期刊穴光盘版雪全文收录期刊

飞袁李虹霖渊1270冤

针刀治疗脑卒中上肢及手功能障碍临床观察

中国核心期刊穴遴选雪数据库收录期刊

苟成钢渊1272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肺炎喘嗽渊痰热闭肺证冤临床观察
李

静袁周耀铃袁潘

鸿袁等渊1275冤

益气化瘀利水法治疗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渊心血瘀阻证冤的临床观察
贾新东渊1277冤

承办
苦碟子注射液治疗脑梗死患者情景记忆的临床观察

重庆市中医研究院
协办

肠安颗粒治疗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炎临床观察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王

琥袁朱晋鸣袁曹

晖渊1279冤

丛

珊袁苑修太袁李安源渊1281冤

自拟中药联合西药治疗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的临床观察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郭瑞新袁胥文萍袁刘以欣渊1283冤

吉泰安渊四川冤药业有限公司

栀子金花散外敷配合小剂量秋水仙碱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临床观察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周卫国袁李

龙袁叶钊婷袁等渊1286冤

针刺联合天麻白术汤治疗偏头痛急性发作的临床疗效观察
广告代理

翟亚川袁姚

北京纵横杏林广告有限公司

杰渊1288冤

电磁波谱治疗仪联合中药渗透干预膝骨关节炎急性发作期临床观察
宫振翠袁宋志超袁赵恒立渊1291冤
自拟清热解毒汤治疗儿童 EB 病毒感染临床观察

白丽亚袁彭少舫袁王

自制清胰汤联合西药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的临床观察

编辑部主任

丹渊1293冤

王曦宇渊1295冤

应用滞针动法治疗外展神经眼肌麻痹临床观察

张洪雷

王

研袁陈春艳袁高维滨袁等渊1297冤

康复护理结合穴位注射对急性小儿脑出血的临床效果评价

编辑人员

王

江 洪 张洪雷 安 浚

洋袁魏英梅袁宋

艳渊1299冤

微波照射肺俞穴与抗感染同步治疗小儿肺炎的疗效观察

王 珏 蔡雨菲 江 莎

陈会新袁孔繁菊袁刘淑艳袁等渊1301冤

寇明星 侯 彬 张 旗

固本祛痰瘀方治疗慢性肺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的多中心疗效评价
刘晓静袁王平生袁孙尚帛袁等渊130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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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证经验·
经方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急性症状临床举隅
痛症验案 5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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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临证应用举隅

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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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消化道出血并发急性心肌梗死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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