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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痰证病机对出血性中风急性期病情及预后影响的相关性研究

王智强袁崔春丽袁过伟峰渊941冤
一种简单的溶栓用大鼠急性大脑中动脉栓塞模型的改进

贾 翔袁黄 燕袁孙景波渊943冤
丹参酮域A对脓毒症大鼠外周血 CD4+T细胞调节的作用研究

彭 戬袁程 光袁马 军袁等渊946冤
大黄水煎液对脑损伤后应激性高血糖患者血清胰岛素水平及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张 弢袁张 铂袁曹书华袁等渊948冤
灯盏花素对脑梗死大鼠脑保护作用的影像学观察及机制研究 夏旺旭袁徐 露渊950冤
鼻饲大黄预防危重病患者胃肠功能衰竭研究的 Meta分析

朱际平袁孙子凯袁李 磊袁等渊953冤
活血滋肾汤对大鼠骨质疏松症模型血生化指标的影响

孙 权袁黄万凌袁秦华清袁等渊958冤
参附注射液对小鼠抗缺氧抗疲劳作用的实验研究 陈立艺袁李玉新袁黄倍源袁等渊960冤
化痰息风方对癫痫患者认知功能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周 洋袁陆征宇袁李 辛袁等渊962冤
循证护理加中药雾化吸入治疗肺源性心脏病急性加重期的临床研究

杨风菊袁孟 雪渊965冤
复方薤白胶囊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大鼠模型气道重塑作用的研究

袁永丰袁曾 亮渊967冤
痰热清注射液辅助治疗恶性肿瘤并肺部感染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价

周 华袁汪成琼袁田应彪袁等渊969冤
心绞痛贴膏穴位贴敷预处理对急性心肌梗死大鼠血清心肌酶及 TNF-琢尧IL-6的影响

王 帅袁王凤荣渊974冤
清肺止咳灵糖浆抗炎解热作用研究 田 伟袁张淑香袁江柏华渊979冤
颈椎运动负荷试验对不同中医证型颈性眩晕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的影响

童正一袁叶 洁袁许金海袁等渊981冤
丹参酮域A磺酸钠注射液对镉致肾损伤保护作用的实验研究

魏长征袁吕晓云袁宋连猛袁等渊98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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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法测定活血益肾散中丹参酮域A的含量 噎噎 余志刚袁杨晓茂袁程培秀袁等渊988冤
·思路与方法·

从中医野暑燥疫冶的角度探讨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的防治思路 柴瑞霭渊990冤
·专家经验·

文仲渝主任医师闻诊论治小儿咳嗽的经验 郑 珊袁曹 霞袁卢慧娜袁等渊993冤
董国立教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经验总结 吴健广袁付 敏渊996冤
牟重临老中医从痰论治肺系疾病的临床经验 鲍建敏袁牟重临渊999冤
王忠民主任医师运用澄源塞流法论治经血暴下经验

罗晓庆袁王明闯袁王忠民渊1001冤
壮健教授治疗肺咳喘病的经验 丁 强渊1005冤
葛惠男教授治疗顽固性腹痛的经验 李传威袁葛惠男渊1008冤
李宇卫教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经验 郝庆武袁李宇卫渊1010冤
·证治探讨·

中医学野治未病冶理念对埃博拉出血热防治的启示
邹国蓉袁左 强袁邱艺俊袁等渊1012冤

雾霾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影响 刘建秋袁陈雪娇袁李竹英袁等渊1015冤
·实验报告·

人参皂苷 Rg2冻干粉针对冠脉结扎犬心肌缺血的研究
金英花袁刘 洁袁李龙云渊1018冤

·急证建设管理·
信息化系统在区县医院院前急救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周先平袁徐 琛渊1022冤
·医籍研析·

叶天士野久病入络冶思想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治疗
赵真宜袁刘耀纶袁朴益熙袁等渊1025冤

吴瑭应用清胆络法治疗头痛探析 王萍萍袁张景凤袁付 强渊1027冤
·综 述·

中医药论治急性心肌梗死的研究进展 朱 尧袁夏 伟袁刘溦溦袁等渊1029冤
慢性心力衰竭康复治疗研究现状 张晓华渊1033冤
针刺治疗周围性面瘫临床研究进展 陈竣海袁张晨静袁李开平袁等渊1036冤
针刺治疗偏头痛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董习林袁王渝蓉渊1039冤
·临床观察·

痰热清注射液联合利巴韦林治疗小儿流行性腮腺炎合并脑膜脑炎临床观察

苏艳琼袁杨春燕渊1014冤
重症监护病房大肠埃希菌泌尿系统感染的耐药性分析及与中医虚实证的关系初探

王颖辉袁赵 昕袁付 征袁等渊1042冤
牵引配合推拿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观察 龙海波袁刘 莉渊1045冤
自拟中药方参与治疗冠心病心肌梗死的临床观察

吴钟极袁黄萧萧袁陈 俊袁等渊1047冤
颈夹脊电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临床观察 田洪昭袁孙忠人袁张秦宏袁等渊1050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急性肠炎的临床观察 柳勇强渊1052冤
针刺联合龙血竭片治疗急性腰扭伤临床观察 方 亮袁陆建阳袁曾利红渊1054冤
痰热清注射液对连枷胸患者行肋骨内固定后合并肺挫伤的临床疗效观察

马永峰袁谢荣景袁要莉莉渊105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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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汤辨治新生儿急性高胆红素血症的临床观察 郭玉兰袁郦银芳袁张 莉渊1058冤
土家野二七补阳活血汤冶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临床观察

张松青袁杨飞燕袁陈楚权渊1060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观察 徐彩飞袁周立军渊1062冤
复元通栓颗粒在脑梗死急性期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姜诗谦袁马 强袁刘 鸽渊1065冤
骨愈灵汤在俯卧位关节外侧尧内侧联合入路治疗三踝骨折中的临床观察

王宏亮袁孙剑波袁和佳敏袁等渊1067冤
中药保留灌肠预防小儿热性惊厥渊温热疫毒证冤再发的临床观察

叶明怡袁谢冠豪袁孔卫乾袁等渊1070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急性心肌梗死机制研究 梁子骥渊1072冤
云南白药联合生长抑素治疗肝硬化合并上消化道大出血临床观察

胡敏鹂袁杨小云袁丁 进渊1074冤
中药肺炎合剂与西药联合治疗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肺部感染临床观察

薛艳红渊1076冤
针刺复合全麻在肥胖患者择期腹腔镜胆囊切除术中的应用

张 影袁朱 林袁楼静毅袁等渊1079冤
白苇饮联合康复新液治疗儿童口腔溃疡临床观察 陈 怡袁王 剑渊1082冤
血必净注射液防治急性重症胰腺炎所致急性肾损伤的临床观察

邓剑波袁沈 莉袁史菀萍袁等渊1084冤
固本温肺活血方辨治小儿重症急性肺动脉高压临床研究 张华红袁黄霞娟渊1086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临床观察 李小华袁李欢欢渊1088冤
热敏灸结合针刺治疗急性期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观察

叶雅仙袁徐 霖袁姚 捷渊1091冤
不同中成药辅助治疗急性病毒性心肌炎的成本-效果分析 胡 明袁胡相冰渊1094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扩张型心肌病伴顽固性心力衰竭临床观察

戚春辉袁奇 龙渊1096冤
运脾转枢法对慢性心力衰竭心功能及白细胞介素-10的影响

周洪彬袁潘艳东袁张宏宇渊1099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冠心病心绞痛临床观察 马润磊袁黄海青袁许文科渊1101冤
湿疹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及护理 刘善会袁朱启梦袁史丙俊袁等渊1104冤
润肺平喘方剂辅助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临床观察 任小英渊1106冤
健脾利水汤治疗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临床观察 陈 丹渊1109冤
针推康复法联合中药治疗缺血性中风急性期的临床研究 龚 伟袁胡琳丽渊1111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肠梗阻临床观察 杨庆华袁孙成成渊1114冤
浮针配合刺络拔罐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临床观察

薛建凯袁余忠诚袁李建平渊1116冤
羚角钩藤汤结合硫酸镁对子痫前期的防治效果 徐 闪袁何俊明渊1118冤
复方承气汤加减联合保守疗法治疗肠梗阻临床观察 赵世建渊1120冤
中医针刺结合西医常规治疗小儿高热惊厥临床观察 方斌豪袁陈筱琪渊1122冤
·临证经验·

养血祛风法治疗荨麻疹的临证体会 刘金星渊1021冤
芍药甘草汤加味治疗急性痛症验案 李群伟渊1124冤
·护 理·

中药足浴配合呼吸功能锻炼操在 COPD缓解期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程 怡袁范 良袁黄琼莲袁等渊112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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