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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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 旺袁张俊修袁李绍旦袁等渊757冤

利用文献挖掘技术从 MEDLINE构建冠心病气虚血瘀证与气滞血瘀证的 NEI分子
网络初步研究 刘婧玮袁翟 兴袁陈 坤袁等渊760冤

中药外用治疗肩手综合征的随机对照实验文献质量评价

过灵香袁倪 伟袁祈 芳袁等渊763冤
丹参酮域A对脓毒症大鼠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彭 戬袁程 光袁马 军袁等渊766冤
高原脐贴软膏对家兔皮肤急性毒性和刺激性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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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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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金茹袁陈 彤袁周斐然袁等渊787冤
小续命汤治疗急性脑梗死的系统评价 万芳竹,赵 静袁崔德芝袁等渊791冤
悬灸预防含伊立替康化疗方案所致延迟性腹泻临床观察 应 坚袁苟春雁渊794冤
苦酸通调方对 2型糖尿病大鼠胰岛素敏感性及糖脂代谢的影响

米 佳袁朴春丽袁陈 曦袁等渊797冤
独活寄生合剂联合心理干预对膝骨关节炎患者负性情绪的影响

张家玉袁周小莉渊801冤
HPLC法测定新伤止痛颗粒中盐酸小檗碱含量 程培秀袁郑万景袁李 建袁等渊80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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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经验·
史锁芳教授治疗虚喘经验撷英 戴益凤袁王 刚袁史锁芳渊805冤
游方主任中医师治疗肺胀经验辑要 杨立春袁申志扬袁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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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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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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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干预急性白血病治疗策略 杨淑莲 孙长勇 王茂生袁等渊818冤
浅谈进展性脑梗死的中医证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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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报告·

五生饮的毒性研究 洪 日袁于征淼渊828冤
蟾乌表面麻醉剂的穿透性和麻醉效果观察 徐 群袁张引法袁常向阳袁等渊832冤
·文献分析·

射干麻黄汤个案文献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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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籍研析·

张锡纯治疗热病学术思想之探讨 温俊茂袁谢平霖袁温俊雄袁等渊841冤
·综 述·

全膝关节置换术后假体周围骨折的病因及治疗进展 张小春 刘晋闽渊844冤
妊娠剧吐中医药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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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艳春袁程 俊渊851冤
灯盏细辛注射液对 ARDS炎性因子及凝血机制的影响

郭献阳袁陈如杰袁庄 荣渊854冤
翘荷豉栀汤加味灌肠佐治小儿高热惊厥 36例 吕红粉 周海霞渊856冤
中药结合雷火灸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研究 赵颜俐袁路 瑜袁梁 云渊859冤
清热解毒汤联合西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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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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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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心肌梗死临床观察 张 建渊877冤
补肾生血法对肿瘤化疗后白细胞减少症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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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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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帮清袁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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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朋斌袁马友发袁韩 冰袁等渊890冤
推拿配合针刺及红外线治疗落枕的临床观察 钟 涔袁章家福袁刘洪波渊89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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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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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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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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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娜袁张春雨袁刘 影渊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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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艳袁梁海英袁马 亮渊904冤
自拟肾炎汤联合西医治疗小儿急性肾炎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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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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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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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兰袁刘亚转渊912冤
温经通络法治疗急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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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丽林袁管昌益袁王朝阳袁等渊91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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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急性肾炎临床观察 应 琴袁叶 磊渊92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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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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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银凤渊931冤
清解复脉汤治疗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临床观察 李保军袁许志强渊933冤
·临证经验·

达原饮合小柴胡汤加减治疗高热的辨治体会 秦姿凡袁王保和渊935冤
针刺治疗舌咽神经痛的体会 田洪昭袁孙忠人袁荀文臣渊936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缺血性心肌病巨大心脏难治性心衰 刘炳初渊937冤
痛风辨治心得 高立珍袁孟 彪渊93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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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Transmembrane Transport of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Fuzi渊Aconitum
carmichaeli debx.冤 with Huanglian 渊Coptis chinensis冤 in Caco-2 Cells Model
ZHOU Wangyang袁HE Xiuyun袁LIU Mengting袁et al 渊753冤
Study of Gene Expression of ICAM-1 and VCAM-1 in Myocardium Infarct
Area and Ischemic Area of Model Rats with the Pattern of Loosened and
Weakened Minute Collaterals in the Domain of TCM by Coronary Artery Ligation
HUO Wang袁ZHANG Junxiu袁LI Shaodan袁et al 渊757冤
Research of NEI Molecular Network of Qi Deficiency Blood Stasis Syndrome
and Qi-blood Stagnation Syndrome in Unstable Angina Pectoris from
MEDLINE by Literature Mining Technology
LIU Jingwei袁ZHAI Xing袁CHEN Kun袁et al 渊760冤
Quality Evaluation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Experimental Literatures of
Should-hand Syndrome by Exter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ies
GUO Lingxiang袁NI Wei袁QI Fang袁et al 渊763冤
Protective Effects of Tanshinone 域A on Acute Lung Injury in Rats with Sepsis
PENG Jian袁CHENG Guang袁MA Jun袁et al 渊766冤
Study of Transdermal Drug Delivery of Altiplano Navel Balm on
Acute Toxicity and Irritation in Experimental Rabbits
JIANG Xiaoji袁FANG Yongfeng袁FENG Xiaofeng袁et al 渊769冤
Meta-analysis of Salvianolate Injection for Unstable Angina Pectoris
YAN Kuipo袁ZHU Cuiling袁SUN Yanqin袁et al 渊771冤
Clinical Study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Memory Dysfunction after Stroke
LIU Lanqun袁LI Huilan袁XU Jimin 渊775冤
Efects of Midnight-noon and Ebb-flow Acupuncture Therapy on
Airway Remodeling in Asthmatic Guinea Pigs
CAI Yan袁LI Chutian袁LIN Huangguo袁et al 渊778冤
Mechanism Study of Electroacupuncture in Rats with Acute Gouty Arthritis
LI Yuebing袁ZHANG Hong袁LI Tielang袁et al 渊781冤
Influence of Quyu Huatan Decoction on the Inflammation of
Vulnerable Plaque Rats
Li Qingqin袁LI Wei袁XU Liping袁et al 渊784冤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Xintong Decoction on Patients with
Unstable Angina Pectoris and Its Impact on Adhesion Molecule
FAN Jinru袁CHEN Tong袁ZHOU Feiran袁et al 渊787冤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es of Xiaoxuming Decoction on
Acute Ischemic Stroke
WAN Fangzhu袁ZHAO Jing袁CUI Dezhi袁et al 渊791冤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Suspended Moxibustion on
Delayed Diarrhea due to Chemotherapy Regimen Containing Irinotecan
YING Jian袁GOU Chunyan 渊794冤
Effect of Kusuan Tongtiao Decoction on Insulin Sensitibity and
Glucolipid Metabolism in Type 2 Diabetes Rats
MI Jia袁PIAO Chunli袁CHEN Xi袁et al 渊797冤
Effects of Duhuo Jisheng Mixture combined with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on
Negative Emotion of Patients with Knee-osteoarthritis
ZHANG Jiayu袁ZHOU Xiaoli 渊801冤
Determination of Berberine Hydrochloride Content in Xinshangzhitong Granule
by HPLC
CHENG Peixiu袁ZHENG WanJing袁LI Jian袁et al 渊803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