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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破血化瘀填精补髓方剂对脑出血大鼠模型神经营养因子 BDNF表达的影响

张轶丹 赵建军 金 曦 等渊1冤
搜风祛痰中药复方对 AopE基因敲除小鼠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斑块 HO-1和

PPAR酌表达的影响 迟映雪 宫丽鸿渊4冤
蒙医震脑术治疗偏头痛的疗效及对血浆一氧化氮和内皮素的影响

张昌盛 阿古拉 朝鲁门 等渊7冤
基于聚类分析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用药规律探讨

吴建军 李 欣 靳锐锋 等渊10冤
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证素分布规律的文献研究 罗丕舵 刘志勇 李 耘 等渊13冤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发作期与缓解期中医证候分布特点的文献研究

苏铭瑞 张纡难渊16冤
野醒脑开窍冶针刺法对脑缺血再灌注大鼠模型早期运动功能恢复及 SYN表达影响的
研究 李钦潘 王 伟 韩永升 等渊19冤

针刺左侧列缺穴对大脑前动脉血流动力学影响的研究

庞 博 程为平 栾 媛 等渊24冤
四逆汤对脓毒症中晚期大鼠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噎噎噎韩 云 谢东平 赖 芳 等渊27冤
郁金提取物对 CCI模型大鼠痛觉行为及 BDNF表达的影响

厉 飞 裘 涛 胡娅娜 等渊30冤
三七总皂苷早期使用对脑出血大鼠炎性反应影响的基础研究

沈 琼 朱 琰 朱旭莹渊33冤
枸杞多糖对大鼠睾丸支持细胞体外增殖的影响 南亚昀 李 阳 雍学芳 等渊35冤
痰热清注射液对急性肺损伤大鼠的肺组织核因子-资B表达的影响

闫 龙 来 毅渊38冤
结肠透析并纤支镜灌洗对肺炎合并脓毒症患者血清 C反应蛋白水平的影响

陈 立 韩 悦 吕 波 等渊42冤
化瘀通脉颗粒干预经皮腔内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再狭窄的临床研究

齐 锋 宋柏奇渊44冤
风湿宁五号方辨治类风湿性关节炎疼痛症状急性加重的临床研究

邢 彤 李鞍英 陈卫莉渊4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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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例南京地区血脂异常人群与中医体质类型的相关性研究
谷 鑫 吴承玉 薛 静渊49冤

心元胶囊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有效性及安全性的 Meta分析
高长春 林淑梅 徐国良 等渊52冤

匝迪-5味丸对急性应激所致行为绝望小鼠的抗抑郁作用研究
呼日乐巴根 佟海英 莲 花 等渊56冤

正交试验法优选温热清口服液提取工艺 孙文鹏 韩在虹 孙 瑜 等渊59冤
针灸联合补肾益髓开窍方治疗急性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临床研究

柳 敏 张贤明 余 皓渊63冤
针灸联合五虫通络汤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缺损和牛津残障评分影响的

临床研究 王洪涛 陈 凡 刘行高渊66冤
危重症患者胃肠功能障碍的中医证候学研究 许敏怡 熊秀萍 沈瑜倩渊69冤
痰瘀致病论对脑卒中后抑郁临床辨证论治的影响 陈国胜 孙云廷渊72冤
丹红注射液联合针刺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炎性因子水平及血液流变学

指标的影响 梁振湖 张红蕾 祁德波渊74冤
蛤芪定喘汤治疗支气管哮喘慢性持续期临床观察

张 毅 邓 鸣 吕小辉 等渊77冤
·专家经验·

原明忠教授自拟五首通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用药特色

曹 方 张永康 原道昱渊80冤
刘建秋教授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临证经验浅析

李竹英 胡慧珍 王雪慧渊83冤
余国友主任医师论治急危重症并发胃肠功能衰竭经验 吴国琳 余国友渊85冤
王毅刚主任中医师细艾条灼灸临床穴法举隅 苟春雁 李 梦 乔秀兰 等渊88冤
陆金根教授重用生黄芪治疗肛肠疾病的临床经验 彭军良 陆金根渊89冤
奚肇庆教授自拟五紫汤治疗喘证经验 张蓓蕾 奚肇庆渊92冤
韩汝训教授针刺治疗急性颈椎小关节紊乱症经验

于书淮 李 静 高淑红渊94冤
·证治探讨·

基于野内湿致痹冶理论探讨湿与痛风的关系 刘芬芬 羊 维 李海昌渊96冤
试述急性胰腺炎的中医治疗 周秉舵 徐亭亭 王宏伟 等渊99冤
脑梗死急性期的中医辨证要素及证候分布规律研究

李志君 邵宏敏 张东东 等渊102冤
膝关节滑膜炎阳气不足阴湿内蕴证治疗体会

罗士义 陈世龙 张丙超 等渊104冤
·实验报告·

蒙医放血疗法对高脂血症模型大鼠脂质代谢的影响 哈斯高娃 阿古拉渊107冤
培元抗癌汤对小鼠大肠癌肝转移模型血清中 IL-12水平的影响

王 乾 张 泳 杨兴武 等渊109冤
·医籍研析·

浅析叶备急灸法曳之学术思想 张 昕 李洪亮 胡晓英渊111冤
·综 述·

中医药治疗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研究概况 张小朴 史锁芳渊114冤
穴位贴敷尧穴位注射防治化疗后恶心呕吐近况

彭 莉 肖用兰 胡陵静 等渊117冤
中医药治疗舒张性心力衰竭的研究进展 靳宏光 屈洪波渊120冤
·临床观察·

肠梗阻导管联合加味小承气汤治疗术后早期炎性肠梗阻

钱培贤 杨卫锋 叶 锋渊12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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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可治氧喷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机械通气患者撤机的影响

严 理 杨 盼 赵 雷 等渊125冤
葛根芩连汤加减辨治急性放射性直肠炎的临床研究 张爱军 景高云渊128冤
自拟中药熏洗散在痔术后的应用 徐继宗 张 弦渊130冤
不同中成药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的临床疗效对比观察

裴学惠 姚树贵 邓小农渊132冤
中医辨证联合西药治疗危重病胃肠功能障碍临床观察 王理锋 周 飞渊134冤
温针结合补肾活血中药治疗肩关节周围炎疗效观察

黄劲柏 卓廉佳 陈花茹渊137冤
滋阴清热宁心药物治疗冠心病室性早搏阴虚火旺证临床观察

焦华琛 张蕴慧 李运伦 等渊139冤
清肺定喘方加减辨治小儿支气管哮喘急性期的临床研究

沈平心 郑国锋 陈 飞 等渊141冤
足三里穴位注射聚肌胞配合阿昔洛韦尧泼尼松治疗带状疱疹的临床观察

龙 淼渊143冤
天麻钩藤饮加减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 RSS系统的影响

刘媛媛 刘 英 柯雁飞渊145冤
杭州地区治疗急性冠心病心绞痛中成药使用的有效性尧安全性分析

金红乔 王志雄渊147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尿路感染临床观察 姚丹萍 孟鑫鑫渊149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肺心病心力衰竭临床观察 沈元良渊150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支原体肺炎儿童血浆凝血酶调节蛋白和 D-二聚体的影响

汤东澄渊152冤
自拟中药汤剂联合西药治疗急性细菌性痢疾疗效观察 蒋小春渊154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肾功能衰竭临床观察 郦江涛渊156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细菌性肝脓肿临床观察 毕保洪 李 伟 李 华渊157冤
宣肺化痰汤治疗急性支气管炎临床观察 樊新昱渊160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观察 钱 漪 周 菁 陈 颖 等渊161冤
内外合治法防治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化疗性消化道反应临床观察

佟 丽 王茂生 仲召玲 等渊163冤
穴位注射联合静脉镇痛用于剖宫产术后镇痛临床观察

马从学 倪绍端 伏晓虎渊165冤
肱骨大结节移位骨折 3种内固定方法的对比分析 胡培植 苏方东渊167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临床观察 吴海棠渊169冤
参附注射液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及 N端 B型脑钠肽前体的影响

关良劲 李雅茜 钟汉林 等渊171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自身免疫性肝炎的临床观察 朱常江 吴镇印 叶映月渊173冤
颈宁方治疗颈源性眩晕临床观察 张晓辉 阚文军 张桂艳渊175冤
清肺保元汤联合西药治疗重症肺炎临床观察 沈贵洪 吕 益 胡玲玲渊177冤
双防引力汤改善脑梗死恢复期患者肢体功能障碍临床观察

刘燕婉 颜志刚 何莉娜渊179冤
·临证经验·

不明原因发热治验 1则 李 静 张 强渊113冤
温通法治疗带状疱疹初探 陈常富 唐瑜之渊181冤
野诸风掉眩袁皆属于肝冶的临床应用 丁自娟渊182冤
·护 理·

中医护理促进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的临床观察

钟绍敏 吴 斌 吴 怡 等渊184冤
合并肝硬化的胆管结石 ERCP治疗的护理 朱 虹 刘俊丽 林一帆 等渊18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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