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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天香丹对动脉粥样硬化秽浊痰阻证 ApoE-/-小鼠的实验研究 马文慧袁安冬青渊377冤
大黄鞣质对大鼠创伤性脑损伤继发脑水肿抑制作用的研究

张 铂袁王 兵袁王勇强袁等渊380冤
升降散对脓毒症小鼠细胞炎症因子抑制作用的研究

朱 亮袁赵 雷袁钱风华袁等渊384冤
搜风祛痰中药复方对 ApoE基因敲除小鼠动脉粥样硬化不稳定斑块 HO-1和

HSP70表达的影响 周凌云袁宫丽鸿袁张 湜袁等渊387冤
中药疗法治疗肩手综合征的临床疗效的 Meta分析

过灵香袁倪 伟袁祈 芳袁等渊390冤
正骨手法结合刺络拔罐治疗急性腰扭伤临床研究 管恩福袁林耐球袁刘彦璐袁等渊394冤
活血通脉颗粒对颈动脉粥样硬化家兔 ICAM-1尧IL-6表达的影响

谢 健袁童晓云袁沈 超袁等渊396冤
野肺肠同治冶在骨创伤后 ARDS患者呼吸与肠屏障功能障碍中的应用及疗效评价

尤莉莉袁刘 燕袁杨铁柱袁等渊399冤
颈性眩晕中医诊疗康复一体化方案临床治疗评估

郭剑华袁马善治袁刘渝松袁等渊402冤
加味芎蝎散对咳嗽变异性哮喘大鼠气道重塑及气道平滑肌相关凋亡分子表达的影响

孙洮玉袁王俊宏袁徐荣谦渊406冤
缺血预处理和复方甘草酸苷对肢体缺血再灌注损伤影响的临床观察

卢卫忠袁胡志芬袁刘正敏袁等渊409冤
滑膜炎颗粒口服联合中药外敷治疗急性创伤性膝关节滑膜炎临床研究

曹永飞袁贾 鹏袁王长海渊413冤
泽漆化痰方治疗慢阻肺痰浊阻肺证及对气道黏液高分泌的影响

傅慧婷袁窦丹波袁杨 军袁等渊415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百日咳综合征临床研究 陈 慧袁程 燕渊418冤
补肾益聪颗粒治疗肝肾阴虚型轻度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管 靖袁孟庆阳袁田 立袁等渊421冤
膝可保胶囊治疗膝骨性关节炎临床观察 田丰玮袁李建军袁周 熙渊42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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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应用通里攻下法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细胞因子的影响

王成喜袁陈立梅袁张译文袁等渊426冤
灯盏花素注射液与清脑灵胶囊治疗对急性脑梗死患者 NFDS评分及 Barthel指数影响
的临床研究 王 丹袁 邱学荣袁姜秀峰渊428冤
益气通腑逐瘀方灌肠疗法对脓毒症患者血液流变性的影响

宋永欣袁鲁召欣袁李 鹏袁等渊431冤
·专家经验·

杨志旭教授治疗胸痹临证经验 范铁兵袁李 春袁曹 坤袁等渊433冤
刘建秋教授应用野肺与大肠相表里冶理论从肠治肺经验总结

张 楠袁王 达袁隋博文渊436冤
韩明向教授从温辨治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经验 陈 炜袁张念志袁韩 辉渊439冤
李莉主任医师治疗血管性认知障碍的经验 高 磊袁李 莉渊442冤
王仁强主任医师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经验 陈定玉袁张 琼渊445冤
何庆勇副主任医师应用木防己汤治疗顽固性水肿的经验

钟小雪袁赵桂芳袁何庆勇渊447冤
·证治探讨·

急性痛风性关节炎中西医结合治疗浅析 周明倩袁李海昌袁温成平渊450冤
野上火冶与病毒的相关性探讨 汪琴静袁包 洁袁李思敏袁等渊453冤
297例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中医体质和脑血管造影分析

邱笑琼袁杨 军袁陆 川袁等渊457冤
急性盆腔炎中医证型分布规律及与炎性标记物相关性的初步探讨

张秀焕袁冯书娟袁李 瑛渊461冤
清热解毒化湿法治疗登革热的探讨 余 锋袁刘 南袁赵 静渊464冤
婴幼儿腹泻的中医药治疗 刘书红袁尹亚东渊466冤
出血性中风分期辨证治疗探要 彭伟献渊468冤
脓毒症患者卫气营血辨证与 TNF-琢尧IL-10及 APACHE域评分的相关性研究

戴林峰袁王 醒袁程 璐袁等渊471冤
·医籍研析·

叶喉痧症治概要曳喉痧治疗思想初探 许岳亭袁吴承艳袁梁 爽袁等渊473冤
叶幼幼新书曳治小儿尿血方用药特色浅析 陈 炜袁金 兰袁常 克渊476冤
·急症教学研究·

床房快捷教学法在心系急重病症临床带教中应用探讨 张蕴慧渊478冤
·文献分析·

近 6年耐药菌肺炎中医证候特征研究文献分析 张 雪袁肖 璐袁刘新桥渊481冤
·综 述·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的研究进展

赵斐然袁王玉琦袁顾 君袁等渊485冤
禽流感病毒致急性肺损伤机制及中医证治研究进展 姜 磊袁杨爱东渊489冤
急性放射性肺炎中医药研究概述 周竞峥袁刘 勇袁罗 玲袁等渊493冤
·临床观察·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大叶性肺炎的临床观察 陈 文渊441冤
微创针刀松解术治疗菱形肌上后锯肌损伤疗效观察 张铁英渊463冤
臭氧穴位注射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疗效观察 孙玉燕渊484冤
益气活血祛瘀法治疗缺血性中风临床观察 庄志江 袁张丽红渊492冤
快针并闪罐治疗泌尿系结石发作期疼痛疗效观察 梁 会袁袁国兴袁蒋志平渊49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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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止吐膏冶穴位贴敷防治肝癌介入术后患者恶心呕吐临床观察
张 超袁胡应琼渊499冤

中药足浴在小儿外感发热中应用的临床效果观察

张 琼袁杨巧菊袁张 蕾袁等渊502冤
中医药联合关节镜手术治疗急性髌股脱位并发内侧支持带撕裂临床观察

宋锡国袁张学梅渊504冤
回生口服液对复发卵巢癌患者高凝状态的影响 程 俊袁郑卫琴渊507冤
芪参丹蛭汤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疗效观察 李红英袁陈少军袁杨 靖袁等渊509冤
枣仁宁心胶囊治疗快速型心律失常临床研究 马 振袁赵 琨袁黄晓莉袁等渊512冤
大黄鼻饲联合血液灌流治疗急性重度有机磷中毒疗效观察

徐 敏袁徐继扬袁杨 燕袁等渊514冤
加味定喘汤联合补肺汤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疗效观察

李 静袁李健康袁李士夫渊516冤
三子养亲汤加味联合平喘方穴位贴敷对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疗效及

FENO影响的临床研究 杨环玮袁冯文杰袁王 品渊518冤
小青龙汤加味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临床观察 姜昭琦袁吴艳艳渊521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机械通气患者的临床观察

张国刚袁耿继飞渊523冤
大承气汤联合西药治疗急性单纯性肠梗阻临床观察 沈舟庆袁劳建军渊525冤
自拟中药方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观察 张同霞袁宋宗昌袁张书明渊527冤
艾司洛尔联合真武汤加味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急性左心衰竭的疗效观察

楼定进渊530冤
急性上消化道出血内镜下行中药局部喷洒的治疗效果分析

李庆新,张振坤袁李向莉袁等渊532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观察 单 薇渊534冤
清胰汤对轻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疗效及血清炎性因子的影响分析

马登超袁李 永渊536冤
手法复位低温热塑支具外固定治疗桡骨远端骨折临床观察

殷 浩袁潘政军袁陈 光 等渊538冤
鱼腥草喷雾联合玻璃酸钠治疗干眼病临床疗效观察

吴 琛袁邱跃生袁孙小林渊540冤
益气强心中药联合新活素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并发急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观察

刘 鹏渊542冤
针药结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急性期的临床观察

温伯平袁王海强袁苏 丹渊544冤
复方丁香罗勒混悬剂与葛根芩连颗粒治疗腹泻的疗效对比

郑 健袁潘邦兴袁陈函清渊547冤
通窍活血汤治疗脑梗死急性期临床观察 姜远飞渊549冤
丹红注射液治疗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观察 李 芬渊551冤
参附注射液辅助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疗效观察 迟永生渊553冤
复方黄连液促进外伤性感染创面愈合临床研究 杨洪杰袁蒋顺琬渊555冤
缺血性心肌病围手术期应用参附注射液临床观察

刘子雄袁刘 俊袁瞿晓红袁等渊557冤
·临证经验·

从三仁汤临床应用看中医异病同治 张永康袁曹 方袁王素君袁等渊559冤
经方治疗急腹症验案 3则 田家敏渊561冤
下法在急重症中的应用 张奕奕袁薛一涛渊56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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