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刊 1992年 10月创刊 第 24卷 第 8期渊总第 208期冤 2015年 8月 15日出版

誖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耘酝耘砸郧耘晕悦再 陨晕 栽砸粤阅陨栽陨韵晕粤蕴 悦匀陨晕耘杂耘 酝耘阅陨悦陨晕耘

·研究报告·
丹红注射液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评价

刘 震袁乔 阳袁郭利平袁等渊1317冤
通腑清胰汤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观察 肖 宁袁宁秋萍袁李 春袁等渊1320冤
参附注射液及不同给药方式治疗重症难治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观察

李 洁袁范铁兵袁杨志旭渊1322冤
升气壮阳膏方联合特异性免疫对哮喘小鼠气道炎症的影响

江文文袁庄 森袁廖若莎袁等渊1324冤
桃叶珊瑚苷对急性脑出血大鼠脑组织 IL-1茁及 NF-资B的影响

刘秋庭袁姚 靓袁涂鄂文袁等渊1327冤
蝙蝠葛活性成分体内外抗肿瘤作用研究 张 淼袁李 默袁丁 宁渊1330冤
溃疡性结肠炎渊脾肾阳虚证冤大鼠模型的实验研究 王燚霈袁朱 莹袁王 璇渊1332冤
基于呼吸代谢系统动态监测慢性心衰渊心阳虚证冤大鼠模型的建立及评价

侯衍豹袁尹翠翠袁高 敏袁等渊1335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急性左心衰的临床观察 陈景利袁何明丰袁李旷怡袁等渊1339冤
消疹清心汤加减治疗手足口病合并心肌受损的临床研究

钟秋生袁钟翠琼袁王巧坪袁等渊1342冤
肝肾双调法干预乙肝病毒相关性肾小球肾炎进程的临床研究

陈文军袁陈素枝袁靳晓华袁等渊1344冤
明清医家关于眩晕与肝脾肾关系认识的浅析 李东娜 杨传华渊1347冤
祛痰化瘀法对血栓性浅静脉炎痰瘀互结证血脂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影响

彭 玮袁苟春雁袁刘枫华袁等渊1349冤
电针联合经鼻持续性气道正压通气渊nCPAP冤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临床观察 宋嫣瑾袁俞万钧袁徐 涛袁等渊1352冤

自拟益气消痰祛瘀固肾汤治疗中风病恢复期的临床研究 陆雪玲袁翁建丰渊1354冤
参附注射液对不停跳冠脉搭桥患者术后早期心功能的影响

王艺萍袁肖 菲袁张 敏袁等渊1357冤
冠心病渊火邪热结证冤辨证规律的研究 么传为袁李 晓袁王翠娟渊1360冤
异甘草素保护创伤性脑损伤大鼠神经功能的实验研究 杜 靓袁金巧萍渊1362冤
宋代头痛外治方关联规则浅析 吴宏赟袁张继伟渊1365冤
灯盏细辛合尼莫地平对谷氨酸所致神经元凋亡的影响

刘新迎袁巫祖强袁李 蓉袁等渊136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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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支汤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渊痰热壅肺证冤的临床观察
苏庆珠袁杨艳华袁王雪飞袁等渊1370冤

热罨法联合肢体按摩治疗膝关节滑膜炎的临床研究

苏天亮袁徐向东袁郑 立袁等渊1373冤
血府逐瘀汤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血管重塑的影响

刘月平袁李心亮袁蔡俊龙袁等渊1376冤
中西医综合治疗活动期类风湿关节炎渊湿热内蕴证冤临床观察

林健祥袁曾素娥袁李永健袁等渊1380冤
野祛瘀散结冶法在玻璃体积血吸收过程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余 海袁王友丽袁李慧丽袁等渊1383冤
·专家经验·

野以通为用冶治胃痛要要要国医大师何任辨治胃痛经验琐谈

林友宝袁孙 洁袁沈淑华袁等渊1386冤
高尔鑫教授运用野下病上取冶理论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经验

邹国蓉袁郜 洁袁左 强渊1389冤
何庆勇副教授应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心悸的经验 周光春袁何庆勇渊1392冤
丁书文教授应用抗疟中药治疗心律失常的经验 焦华琛渊1395冤
·证治探讨·

基于中医阴阳学说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中雌激素及其受体 琢尧茁的失衡
周明倩袁李海昌袁温成平渊1398冤

关于登革热湿热证及其体质的一些见解 段红妍袁陈慕芝袁黄 刚袁等渊1401冤
慢性肺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中医辨证要素及证候分布规律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刘晓静袁王平生袁孙尚帛袁等渊1403冤
·急症用药管理·

醒脑静注射液临床应用回顾性分析 赵 群袁段 磊袁司继刚渊1405冤
·综 述·

中医学野治未病冶思想在急性胰腺炎防治中的临床应用
许才明袁陈海龙袁刘哥良袁等渊1408冤

中药治疗中风后抑郁的研究进展 王晔博袁韩一栩袁连建伦袁等渊1411冤
活血化瘀药治疗中风的中医药研究进展 王玉龙袁张 焕袁刘秋燕袁等渊1414冤
·临床观察·

生大黄外用干预老年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郭艳枫袁陈维生袁刘青艳袁等渊1418冤
仙方活命饮治疗急性盆腔炎渊湿热瘀结证冤的临床观察

张秀焕袁冯书娟袁李 瑛渊1421冤
清瘟败毒饮治疗脓毒症邪陷肺卫证的临床观察

奚希相袁杨豪杰袁马金苗袁等渊1423冤
大承气颗粒对脓毒症患者免疫平衡的调节作用研究 王蜀梅袁樊点莲渊1425冤
欧氏麻杏汤治疗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研究

王亚明袁陈 玲袁刘 霞袁等渊1428冤
参芪地黄汤联合穴位敷贴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临床观察

李志宏袁王建军袁张明萍袁等渊1430冤
热毒宁注射液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渊痰热壅肺证冤的临床观察

董洪珍袁张 伟渊1433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偏头痛渊风寒兼瘀证冤临床观察 聂长勇袁何昌生渊1435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脑梗死急性期渊元气虚衰证冤的临床观察

张保国袁黄郁斌袁杨小兰渊1438冤
仙方活命饮加味方治疗急性骨髓炎渊热毒蕴结证冤的临床观察

平 伟袁张立才袁武智超袁等渊144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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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补肾活血方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气道炎症的影响

李竹英袁田春燕袁郅扶旻渊1443冤
外剥内扎注射加内括约肌松解术治疗环状混合痔临床观察

王 静袁黄 峰渊1445冤
安宫牛黄丸加减治疗脑出血急性期脑损伤的临床疗效及

对脑钠肽水平的影响 李志刚袁卓友光袁张国明袁等渊1448冤
自拟清血固本汤治疗急性脑出血临床观察 赵淑娟袁赵富臻袁李丽红渊1451冤
消积镇咳方联合西药治疗小儿急性支气管炎临床观察 李苏英渊1453冤
穴位注射与传统疗法治疗胃手术后胃瘫综合征的临床对比观察

宋 毅袁曹锦峰袁王 强渊1455冤
麻杏苡甘汤加减治疗急性荨麻疹临床观察 张 强袁李 静渊1457冤
固本祛痰瘀方治疗慢性肺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并发心力衰竭的临床观察

王平生袁刘晓静袁孙尚帛袁等渊1459冤
中西医结合疗法对冠心病 PCI术后气虚血瘀证患者血脂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的
影响 周国锐渊1461冤

针刺结合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治疗颈性眩晕的临床观察

王 非袁孙海东袁孙永胜渊1463冤
关节镜清理辅以中药离子导入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张彦英渊1465冤
痰热清注射液辅助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渊痰热阻肺证冤的临床观察

赵淑慧渊1467冤
益气健脑方合穴位针刺在缺血性中风恢复期中的应用 徐薇薇渊1468冤
通窍醒脑针刺在中风后吞咽障碍患者治疗中的应用

那尔布力窑巴合提别克袁田利娟袁古力沙尔阿窑吐尔逊袁等渊1471冤
痰热清注射液联合头孢哌酮他唑巴坦治疗老年人肺部感染疗效观察

高 健 林炯如渊1473冤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联合自拟补气摄血汤治疗特发性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疗效分析 于光磊渊1475冤
三子养亲汤合小陷胸汤加减治疗肺炎喘嗽临床观察 王尊合渊1477冤
针药并用配合西药治疗脑梗死急性期临床观察

田利娟袁那尔布力窑巴合提别克袁袁红丽袁等渊1479冤
疏风止咳汤加减联合孟鲁司特钠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临床观察

宋天云袁惠 萍袁范发才渊1481冤
清热解毒合剂治疗小儿重症手足口病临床观察

张玉琨袁杨巧芝袁刘 钢袁等渊1483冤
桃红四物汤加减口服对骨科围手术期气滞血瘀证患者血液流变学及

凝血指标的影响 祁德波袁梁振湖渊1485冤
粗针深刺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 李 翔袁文荣学袁杨明高袁等渊1487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周 杰渊1489冤
养血平肝方治疗偏头痛渊肝阳上亢证冤临床观察 崔春丽袁王智强袁顾锡镇渊1491冤
自拟肠痈汤治疗急性阑尾临床观察 冯大鹏袁程 钢袁周双红袁等渊1494冤
手法复位采用直角铁丝托外固定治疗儿童肱骨髁上骨折的临床观察

汪习奎袁王 燕渊1496冤
·临证经验·

针药并用治疗肝心综合征的体会 于婷婷袁王 冬袁王 珑渊1498冤
发热辨治经验举隅 王 巍袁席 梅渊1499冤
过敏性紫癜辨治心得体会 吴美翠渊1501冤
·护 理·

中医情志护理对患者 ICU综合征的影响及效果观察
王浩霞袁杨 平袁陈宏美渊150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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