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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天香丹对动脉粥样硬化秽浊痰阻证 ApoE渊-/-冤小鼠 MMP-9和 TIMP-1的影响

孙龙飞袁安冬青袁马文慧袁等渊1505冤
苦荞麦黄酮对心肌缺血再灌注大鼠心功能的影响噎噎 潘嘉西袁叶向阳袁王永光袁等渊1509冤
不同产地市售红花药材指纹图谱的建立 金荧荧袁孙燕雯袁何 昱渊1513冤
基于关联规则的踝关节扭伤中药熏洗处方用药规律研究

梁浩东袁潘碧琦袁潘建科袁等渊1517冤
柔肝通络汤预处理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脑保护作用

龙华君袁周 慎袁伍大华袁等渊1520冤
舌质辨证治疗对脓毒性休克兔肠系膜微循环及炎症因子的影响

范开亮袁辛雪飞袁田正云袁等渊1522冤
巨刺对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脑组织 VEGF和 Ang-1蛋白表达的影响

石学慧袁张素兰袁曹 夏袁等渊1525冤
调气通腑泄热法治疗脓毒症胃肠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田正云袁赵 浩袁孔 立袁等渊1528冤
蚤星消肿止血散治疗疖痈的临床观察 巴元明袁丁 霑袁姚 杰渊1530冤
六君子汤治疗脓毒症胃肠功能障碍渊脾虚证冤的临床研究

代洪彬袁赵 浩袁孔 立渊1533冤
体质类型与原发性痛风预后关系的临床研究 史临平袁 陈志新袁高 迪袁等渊1535冤
肝郁体质与冠心病相关性调查 刘 娟袁郁保生袁张世鹰袁等渊1538冤
参附注射液对脓毒症大鼠心肌细胞凋亡及 Bcl-2表达的影响

胡丹丹袁楼黎明袁徐慧连渊1540冤
补肾活血化痰方对脑出血大鼠脑组织 MMP-9表达及血清 NSE的影响

侯 斌袁张树泉袁陈再林渊1543冤
芹菜素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后的转化生长因子-茁1表达的影响

王 果袁陈 翔渊1546冤
·思路与方法·

浅析野状态辨识袁趋势干预冶策略在外感热病中应用
姚 红袁唐光华袁张忠德袁等渊154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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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经验·
王有鹏教授应用辨病辨证辨体思想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经验

谭杰军袁王甜甜袁王有鹏渊1553冤
何庆勇运用九痛丸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经验 吴海芳袁尹湘君袁何庆勇渊1556冤
奚肇庆教授以温病学热毒理论辨证论治恶性血液病发热

张文曦袁孔祥图袁奚肇庆渊1559冤
杨志旭教授治疗肺热病的临证经验 宋春玲袁周姿余袁杨志旭渊1561冤
·证治探讨·

野五经配伍冶野针经治脏冶治疗脏腑卒痛刍议 李赛群袁周有君袁曹徵良袁等渊1564冤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中医证治初探 蔡恩照袁陈 玉袁张 强袁等渊1566冤
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临床诊治策略体会 赵克学渊1568冤
论野西药为君冶在急危重症中的应用 陈琦军渊1572冤
膝关节滑膜炎辨治心得 陈世龙袁罗士义袁张丙超渊1575冤
·医籍研析·

浅谈少阴病死证与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期 张 琦袁马济佩渊1578冤
·急症教学研究·

微格教学法联合临床模拟教学在中医急诊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楼丹飞袁李越华袁闫国良袁等渊1580冤
·综 述·

脓毒症胃肠道功能紊乱的中西医治疗概况 冯文涛袁蔡文君袁沙圆圆袁等渊1583冤
解毒通络法治疗中风病研究概况 夏振威袁魏江磊渊1587冤
脑梗死中医药临床研究的优势与发展 李 中袁周德生袁吴兵兵袁等渊1591冤
痰热清注射液在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 黎娜娜袁刘世青袁杜以明渊1595冤
中医外治法在小儿发热中的应用概述 方淡思袁许 丽渊1598冤
近 10年火针治疗面瘫的研究进展 张 迪袁王 珑袁姜 凡袁等渊1601冤
·临床观察·

中药辨证分期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观察及随访研究

左 强袁邱艺俊袁都治伊袁等渊1604冤
针灸透天凉手法治疗急性带状疱疹的临床研究 罗秀英袁陈金生袁卢振和渊1607冤
心元胶囊对射血分数保留的心力衰竭的治疗作用

余家玉袁赵文婷袁鲍荣琦袁等渊1610冤
腕踝针结合中药熏洗治疗踝关节扭伤的临床研究 李 敏袁李开平渊1612冤
丹参多酚酸盐联合高压氧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临床疗效和指标分析

齐 夏渊1614冤
吸入性糖皮质激素联合清肺定喘颗粒治疗哮喘渊冷哮冤的临床研究

王培东渊1617冤
慢阻肺玉号方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渊痰热壅肺证冤的疗效观察

许 庆渊1619冤
黄蛭口服液对急性心肌梗死 PCI治疗后心律失常及氧自由基的影响

安 辉袁缪灿铭袁黄国强渊1622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原发性肾病综合征临床观察 尹亚东袁刘书红渊1624冤
血府逐瘀汤对于特发性肺纤维化患者生活质量改善的临床研究 宋远瑛渊1627冤
三拗汤合三子养亲汤加减治疗过敏性哮喘急性期的临床观察

李 静袁陈 靖渊1629冤
穴位贴敷尧穴位注射单用及联用防治化疗后恶心呕吐的临床研究

彭 莉袁肖用兰袁胡陵静袁等渊163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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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人社区获得性肺炎临床观察 周珂玮渊1634冤
子午流注电针配合辨证取穴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 60例

赵 瑾袁闫海岚袁刘 娜袁等渊1636冤
大承气汤加减保留灌肠对粘连性肠梗阻患者 ET尧TNF-琢尧IL-6的影响

户玉鹏袁闫万里袁李琳华渊1638冤
白冰方穴位贴敷联合微波照射对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的影响

杨环玮袁冯文杰袁王 品渊1640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临床观察 王丹红渊1643冤
综合复健与靳氏针刺法联用治疗中风后痉挛性偏瘫临床观察

黄马玉袁冯丽丽渊1645冤
解毒排脓汤治疗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渊痰热壅肺证冤及对血清降钙素原的影响

周海云袁郭文新袁黄春刚袁等渊1647冤
参附注射液联合多巴胺与多巴胺单用治疗心源性休克 60例疗效观察

潘 文袁米 俊袁赵 强渊1649冤
人工肝支持系统联合中药灌肠治疗重型肝炎的临床研究

庞 秀袁杨韶华袁王祥生渊1651冤
经皮穴位电刺激治疗原发性痛经渊气滞血瘀证冤患者疗效观察

窦桂珍袁侯艳霞袁李亚珍渊1653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脑梗死急性期临床观察 邵弘毅渊1655冤
普通针刺联合手法治疗椎基底动脉缺血性急性眩晕临床观察

石海斌渊1658冤
生脉注射液对急性肺挫伤患者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 王齐兵袁李德忠渊1660冤
中药穴位贴敷对小儿细菌性肺炎渊风热闭肺型冤患者WBC尧CRP尧IL-6的影响及
疗效观察 张淑英袁李银红袁蒋英亮渊1662冤

健脾补肾活血法治疗糖尿病肾病临床观察 彭书磊渊1664冤
祛湿活血通络法治疗四肢长骨骨折术后肿胀的疗效观察

郑秋涛袁王爱军袁李立东袁等渊1666冤
清肺涤痰法治疗痰热壅肺型重症肺炎临床观察 钟 云袁阮晓东渊1668冤
体外冲击波联合传统电针治疗跟腱腱围炎的临床观察 常 宁渊1670冤
加味四斤丸汤剂治疗膝骨关节炎急性发作 40例

徐新玉袁柏华民袁赵玉玲渊1672冤
自拟缓急止痛汤治疗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炎临床观察 王成果渊1674冤
从络病论治复发性亚急性甲状腺炎临床观察 毛晓燕袁沈和荣渊1676冤
加减资生丸治疗小儿支气管哮喘的临床观察 赵嘉丽袁王有鹏渊1678冤
针刀加牵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观察

施 俊袁陶建军袁梁修龙袁等渊1680冤
大黄承气汤联合乌司他丁在重症急性胰腺炎及其并发症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王 璐袁姚 兰袁周青山渊1682冤
·临证经验·

叶金匮要略曳痉病治疗思想的临床应用浅识 钱 坤袁刘 梅渊1684冤
桂枝加桂汤治疗顽固性奔豚气的体会 邢俊梅渊1685冤
温肾健脾渗湿法治疗肠内营养相关性腹泻的体会 武晨亮渊1686冤
·护 理·

中西医结合护理在腹腔镜阑尾切除术围手术期的应用分析

孙海兰袁郑含佳袁贾洪顺袁等渊1688冤
认知行为干预应用于冠心病临床护理中的价值分析 徐亚莉袁张卫红渊169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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