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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丹参酮域A 对慢性心力衰竭心肌重构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冯 俊袁陈华文袁李树生渊2069冤
麻黄细辛附子汤对正常小鼠外感及肾阳虚模型小鼠外感影响的比较
孙启慧袁相美容袁王朋展袁等渊2072冤
气阴两虚型心衰病证结合小鼠模型的构建与评价 噎噎 杨 鸣袁王达洋袁龚嫒媛袁等渊2076冤
活血通络解毒方对脑缺血 Wistar 大鼠炎症细胞因子 TNF-琢尧IL-1茁尧IL-6 的影响
贾 芸袁易燕锋袁艾宗耀袁等渊2079冤
通脉降浊颗粒对动脉粥样硬化家兔脂质代谢及相关炎性因子表达的影响
宋筱靓袁王 帅袁王凤荣渊2082冤
糖络宁对 STZ 诱导 DPN 大鼠氧化应激的影响
姚伟洁袁杨鑫伟袁李情琴袁等渊2087冤
防己茯苓汤对急性肾损伤大鼠肾功能的影响
徐静琳袁郑寿涛渊2090冤
六味地黄丸方对 IgA 肾病大鼠的治疗作用
彭亚军袁李旭华袁何泽云袁等渊2093冤
丹参对单侧输尿管结扎模型大鼠肾脏 TGF-茁1 及 MCP原1 表达的影响
钟 丹袁邹亦平袁延卫东袁等渊2097冤
独活寄生汤治疗骨关节炎疗效的 Meta 分析
周红梅袁金 亮袁吴 斌袁等渊2099冤
926 例蜂蛰伤的回顾性分析
陈传熹袁蒋 臻袁高永莉袁等渊2103冤
基于正虚病机的益气健脾法治疗对 HBV-ACLF 患者外周血 T 淋巴细胞的影响
廉亚男袁徐立华袁谭善忠袁等渊2106冤
宽胸理肺汤合三子养亲汤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肺功能和
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黄雪元袁张 瑞袁赵稼萤袁等渊2109冤
健脾解毒方对多药耐药人结肠癌裸鼠异位移植瘤多药耐药相关基因蛋白 mdr1
及 P-gp 的影响
万光升袁刘丽丽袁邓志红袁等渊2113冤
消胀贴外敷治疗脓毒症胃肠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噎噎 刘 畅袁荆 璐袁李少萍袁等渊2116冤

·专家经验·
赵振昌教授治疗痛风性肾病的思想探析
阙华发教授治疗下肢丹毒的经验
许文清副主任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学术思想介绍
沈洪教授辨治溃疡性结肠炎的证治思想撷英

李思奇袁王银萍袁王宏安袁等渊2120冤
杨伟朋袁阙华发渊2122冤
吕 俊袁姜 艳袁沈 莉渊2124冤
刘又前袁顾培青袁张 露袁等渊2127冤

·证治探讨·

2014 甲子年急诊留观患者发病规律与五运六气关系探析
简易负压引流在肛肠良性疾病中的应用体会
肺炎支原体感染所致大叶性肺炎病因病机探讨
三棱尧莪术在脾胃病治疗中的应用经验

陆 佳袁朱红俊渊2130冤
裴景慧 王 琛渊2132冤
苑修太袁杨配力袁张存雪渊2135冤
陈定玉 王仁强渊2138冤

·实验报告·
中国中医急症杂志
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豨汤抗大鼠肝纤维化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

·医
学经典

遵法度

刘新军袁王慧凯袁姜学连渊2141冤

话·
救危亡

起沉疴

刘仁毅袁张维勇袁何

冠渊2144冤

·医籍研析·
热病传变中野半表半里冶的涵义探析

曹

魏袁 李

牧袁白长川渊2146冤

·急症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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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院重症电子护理病历的设计与应用

静袁等渊2150冤

·文献分析·

天麻钩藤饮联合钙离子拮抗剂治疗高血压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项学贵袁丁碧云渊2153冤

·综

名誉主编
王永炎

茹江丽袁项春燕袁李

述·

冬虫夏草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研究现状
张雷强袁严 明袁谢林艳袁等渊2157冤
丹红注射液抗血栓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范红晶袁李 敏袁万海同袁等渊2160冤
中西医治疗肾性高血压研究进展
宋少波袁杨锡燕渊2165冤
针刺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研究进展
刘威萍袁李朋朋袁王艳君袁等渊2168冤
糖尿病肾病的中医病机研究进展
王 兴袁田力铭袁李春香袁等渊2172冤

主

编
晁恩祥

常务副主编
左国庆

王承德

江

洪

副主编
王 左
李乾构

孙树椿
沈绍功

李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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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乃礼

梅广源

编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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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喜洁
刘清泉
朱雅宁
张纾难
张素斋

刘 明 刘红旭
曲敬来 朱 敏
宋一亭 张卫华
张念志 张敏州
张忠德 李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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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旭东
穆来安 魏江磊

唐旭东
梅建强
曾定伦
薛一涛

·临床观察·
宽胸气雾剂缓解冠心病心绞痛发作及对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
王宝君袁董国菊袁刘剑刚袁等渊2175冤
自拟化痰清热方联合雾化吸入异丙托溴铵治疗围手术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急性加重期临床观察
强丽宁袁张晓峰袁聂长超袁等渊2178冤
解毒止痒方治疗登革热皮疹的临床观察
林连升袁徐惠琼袁姚 淳袁等渊2181冤
益气养阴宁心汤对风湿性心脏病急性心衰患者血流动力学尧心功能指标和
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明兴袁胡 冰渊2183冤
中药复方穴位贴敷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观察
彭立萍袁王艳霞渊2186冤
口疳清热汤治疗急性放射性口腔炎疗效观察
徐 娅袁杨常清渊2188冤
改良踩跷推拿配合人工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观察
刘晓瑜袁蒋学余袁严 森袁等渊2191冤
痰热清注射液治疗肝脏术后患者的临床观察
周 强渊2193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婴幼儿湿疹渊湿热证冤临床观察
张存雪袁陈 艳袁杨配力袁等渊2195冤
呼吸功能锻炼操配合耳穴埋豆对 COPD 失眠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程 怡袁范 良袁黄琼莲袁等渊2198冤
痰热清注射液治疗流行性感冒疗效观察
陈思阳袁谢利海袁周宗玉渊2200冤
益气活血法对脑出血恢复期患者神经功能尧残疾程度及运动功能的影响
张 怡袁张 洪袁张晓云渊2202冤
中药联合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治疗急性结石性胆囊炎临床观察
叶卓敏袁吴绍飞渊2204冤
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中医康复治疗
范 江渊2206冤
祛风化瘀行血通络组方联合瑞舒伐他汀对脑卒中患者颈动脉硬化斑块的影响
邵宏敏袁李志君袁宋淑玲渊2208冤
益气复脉汤治疗慢性心衰的临床观察
靳文学袁乔秀兰袁何德英渊2211冤
康复新液口服结合中药口服灌肠治疗宫颈癌放疗后急性放射性直肠炎临床观察
孟 晔袁刘 珂渊2213冤
云南白药对脑出血后肿瘤坏死因子-琢尧白介素-1茁 水平的影响
张华新袁张宝霞袁李大军袁等渊2216冤
芪明颗粒联合普拉洛芬治疗糖尿病超乳术后干眼症临床观察
付学玲袁王金铎袁江 颖袁等渊2219冤
针刺放血疗法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临床观察
孟佳珩袁姜益常渊2221冤
中药薰蒸肢体治疗早期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炎的疗效观察
张 韬袁雷雪飞袁程建明渊222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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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证经验·

王 珏 蔡雨菲 江 莎

针刺治疗腰部奇痛案 1 则
和解少阳尧祛风活络法治疗偏头痛
清瘟败毒饮加减治疗成人 Still 病的体会
中西医结合治疗 Miller-Fisher 综合征的体会
奔豚病的辨证论治体会

寇明星 侯 彬
本期
责任编辑 江 莎
责任校对 王 珏
英文译校 曾 峥

蔡雨菲 侯

固本祛痰瘀方治疗慢性肺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并发玉型呼吸衰竭的
多中心临床观察
王平生袁刘晓静袁孙尚帛袁等渊2225冤
毫火针配合康复训练对早中期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 WOMAC 评分及
何采辉袁梁蔚莉渊2228冤
VAS 评分的影响
疏风解毒胶囊治疗慢性扁桃体炎急性发作疗效观察
张金阳渊2230冤
谢玉兰袁勾春燕袁李 丽袁等渊2233冤
健脾活血利水方治疗肝硬化腹水的临床观察
参附注射液治疗老年性脑梗死患者的临床观察
唐钦庆渊2235冤
血府逐瘀汤联合盐酸胺碘酮注射液治疗急性心肌梗死临床观察
刘淑云袁安国辉袁郝立艾袁等渊2237冤
加味连苏饮方治疗反流性食管炎渊湿热蕴中证冤临床观察
周晓明渊2239冤
益气升阳解毒方择时服药治疗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 60 例
康丽红袁尹学永袁王志文袁等渊2242冤
参芪扶正注射液对脓毒性休克患者液体复苏及复苏后的影响
马海鹰袁武巧元袁王 一渊2244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宫腔粘连分解术后临床观察
朱 姝袁黄晓兰袁黄丽云袁等渊2247冤
早期应用黄马酊联合复方芦荟乳预防胺碘酮注射液所致静脉炎疗效观察
谢华灵袁宋 莉袁郝 娜渊2250冤
参苓白术颗粒对自发性腹膜炎的治疗作用
张囡囡袁徐 雷袁刘 鹏渊2252冤
中药灌肠联合血液净化对早期急性肾损伤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王建杰袁郝淑荣袁董 磊渊2255冤
加味白头翁汤内服联合康复新液灌肠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观察
侯江涛袁李海文袁陈 斌袁等渊2258冤
疏风解毒胶囊治疗登革热 200 例临床观察 噎噎噎 郝建志袁叶泽兵袁曾 毓袁等渊2261冤
针刺联合大承气汤保留灌肠治疗粘连性肠梗阻的疗效观察
户玉鹏袁闫万里袁李琳华渊2263冤
电针复合药物全麻在老年患者围术期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的应用
陈晓燕渊2266冤
自拟解毒止痛汤湿敷治疗带状疱疹急性期的临床观察
付 蓉袁李元文袁姜颖娟袁等渊2269冤
经方治疗急性上消化道出血临床观察
谢慧民袁卢 毅袁刘 薇袁等渊2271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胰腺炎临床观察
廖双武袁陈光辉渊2273冤
胫骨平台骨折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吴红光渊2275冤
独一味胶囊联合电针治疗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膀胱痉挛的临床观察
苗广占袁贾 民袁张晓宇渊2277冤
补肾利咽饮治疗卒中后假性延髓麻痹吞咽障碍临床观察
王小亮袁侯 斌袁姜远飞袁等渊2279冤
天麻钩藤饮联合耳尖放血治疗高血压危象的临床观察
江 宁渊2281冤
疏肝健脾层级疗法对胃食管反流病急性期和远期的临床观察
陈英群袁杨毅勇袁陈 忆袁等渊2283冤
四通胶囊加味治疗缺血性中风急性期渊气虚血瘀证冤临床观察
王 磊袁郭 伟袁刘 贞渊2286冤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老年重症肺炎临床观察
张丽丽袁王桂莲渊2289冤

彬

·护

马培锋袁刘国华袁王传尊袁等渊2171冤
郎茂林袁李卉英袁陈仓颉渊2291冤
陈 勇袁徐章猛袁汤臣建袁等渊2292冤
杨立悦袁顾锡镇渊2294冤
许 勇袁陈晓勤渊2296冤

理·

急性中风患者肢体偏瘫康复的优质中医护理

魏 知

李玉梅袁刘

青袁沙

丽袁等渊229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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