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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不同剂量活血尧破血药对动脉粥样硬化小鼠主动脉 Bcl-2及 Bax基因表达的影响

汪 典袁刘亚娟袁刘 丹袁等渊1693冤
养阴柔肝尧化瘀息风法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血管重塑的影响

雍苏南袁王顺民袁张 稳袁等渊1696冤
淫羊藿尧女贞子协同地塞米松影响哮喘大鼠糖皮质激素受体的研究

唐秀凤袁刘仁慧袁年宏蕾袁等渊1699冤
单纯血尿伴渊或不伴冤轻度蛋白尿 IgA肾病的证候及尿检分析

米齐悦袁冒慧敏袁杨丽平袁等渊1702冤
胰泰复方对慢性胰腺炎胰腺纤维化大鼠 Bcl-x和 p53表达的影响

王科军袁高丽娟袁张 淼袁等渊1705冤
活血祛风法对咳嗽变异性哮喘模型大鼠肺组织 Caspase3的影响

张晶洁袁徐荣谦袁孙洮玉袁等渊1708冤
从黏附分子层面探究心痛方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痰瘀互结气郁证的机制

范金茹袁汪艳娟袁陈 彤袁等渊1710冤
温肾中药复方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疗效的系统评价

黄晓群袁高培阳袁陈 骏袁等渊1713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心力衰竭的 Meta分析 罗慧敏袁何明丰袁李旷怡袁等渊1717冤
痰热清注射液治疗癌性发热有效性及安全性的系统评价

汪成琼袁胡小艳袁田应彪袁等渊1720冤
玫参颗粒对去卵巢大鼠血脂代谢的影响 张高林袁庞大勇袁程卫东袁等渊1725冤
支气管哮喘缓解期中医证型与 Th1/Th2失衡的相关性研究

李振球袁麦志广袁卢鉴财袁等渊1728冤
基于关联规则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组方规律探讨

吴建军袁李 欣袁秦 丰渊1731冤
野中和冶医派学术思想在胫骨平台骨折术后早期的应用

戚天臣袁罗开民袁侯 志渊1735冤
脉络宁注射液对缺血性中风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修复效果的观察

吴宏伟袁李世英袁胡岱君袁等渊173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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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挖掘的跟痛症熏洗用药规律研究 黄和涛袁潘碧琦,洪坤豪袁等渊1741冤
针刺列缺穴对过敏性鼻炎模型大鼠鼻黏膜病理学的影响

丁然然袁杨 帆袁刘 洋袁等渊1743冤
复方中药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雌激素受体基因与基质金属蛋白酶-9基因
甲基化水平的影响 李 楠袁宫丽鸿袁程修平渊1746冤
重型手足口病 3种治疗方案的临床对比研究 官升灿袁周 文袁黄 伟袁等渊1750冤
三七总皂苷对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血管炎症因子及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和

斑块的影响 江小萍袁曾凡鹏袁刘首明袁等渊1753冤
基于数据挖掘的治疗川崎病方剂组方规律分析 江文文袁翁泽林袁许尤佳袁等渊1755冤
三物白散对 Survivin-RNA基因沉默转染胃癌 SGC-7901细胞的影响

王燚霈袁朱 莹渊1758冤
·思路与方法·

浅议高脂血症的中医证候规范化研究 王 鸣袁刘志诚袁徐 斌渊1761冤
·专家经验·

刘永年教授应用凉血散血法治疗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经验 朱 翔渊1763冤
高利教授中风急性期通下法经验 孟湧生 高 利渊1766冤
国医大师晁恩祥教授防治重症支气管哮喘经验总结

赖 芳袁翁燕娜袁张 燕袁等渊1767冤
葛惠男运用益气活血方治疗难治性消化性溃疡经验采撷 满光亮袁葛惠男渊1769冤
名老中医毕朝忠当归川芎散临床应用经验 陈 泉袁王文娣袁毕朝忠渊1772冤
·证治探讨·

重症患者喂养不耐受的中医对策 吴建鹏袁赵云燕袁何鸿烈渊1774冤
应用野微小癥瘕冶理论治疗冠心病体会 陈世龙袁吕桂敏袁亓桂丽袁等渊1777冤
乌梅丸加减治疗阿斯综合征临床探讨 彭 健渊1780冤
·综 述·

小鼠椎间盘退变模型的构建策略 劳杨骏袁徐涛涛袁杨笑奇袁等渊1783冤
急性酒精中毒的中医认识 黄 昊袁张荣珍渊1787冤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的中医研究进展 申燕华袁汤 杰袁杨佩兰袁等渊1791冤
单穴治疗急性腰扭伤临床进展 李 松袁尹畅烈渊1795冤
·临床观察·

补中益气汤预防下肢骨折患者围手术期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研究

刘立云袁邢庆胜袁张晓东袁等渊1798冤
五虎汤离子导入治疗肺炎喘嗽痰热闭肺证患儿的临床观察

张淑英袁李银红袁蒋英亮渊1800冤
培元灸法辅助治疗肾病综合征型紫癜性肾炎近期疗效观察

庄克生袁李连朝袁李英琛袁等渊1803冤
中药内服外敷辅助西医治疗肝硬化重度腹水临床观察 季柏林渊1805冤
针灸结合康复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吞咽困难的临床观察

魏海棠袁彭 涛袁杨 丹袁等渊1808冤
中药合剂结合三乙醇胺防治乳腺癌术后放疗所致急性放射性皮炎临床观察

陆启轮袁何伟岳袁周海华袁等渊1810冤
空肠营养联合通腑汤加减辨证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观察

胡洪铨袁潘永梅渊1813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膝关节急性创伤性滑膜炎临床观察

蔡飞龙袁邵 强袁黄秩峰渊181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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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灌肠治疗慢性肾脏病 3耀4期临床观察 李志祥袁孔 薇渊1817冤
理气清热方剂空肠注入辅助治疗急性单纯性胰腺炎临床观察 周宇升渊1819冤
补阳还五汤加味在胸腰椎骨折伴急性脊髓损伤治疗中的价值

鲁贵生袁陈 杰袁高晓鹏袁等渊1822冤
针刀联合颈椎整脊手法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贾杰海袁乔晋琳袁丁 宇袁等渊1824冤
参附注射液对感染性休克渊高排低阻证冤血流动力学及组织灌注改善作用的
临床观察 王俊英袁谯 明袁彭 艳袁等渊1827冤
针刀配合脊椎平衡手法康复训练治疗下颈椎不稳症临床观察

嘉士健袁黄翠华袁雷行华袁等渊1829冤
针刺联合肌内效贴治疗急性腰扭伤临床观察 王汝心袁呼志红袁李 飞渊1832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胆囊炎临床观察 柳勇强渊1834冤
中药穴位贴敷对原发性痛经寒凝血瘀证血清前列腺素 PGF2琢尧PGE2及

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影响 窦桂珍袁候艳霞袁李亚珍渊1836冤
加味升阳汤在治疗活动期类风湿关节炎中的应用体会 赵 卫渊1838冤
平调气血尧痰瘀同治法治疗慢性肺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的临床观察

刘晓静袁孙尚帛袁常玉荣渊1841冤
自拟化痰祛瘀方治疗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疗效观察

白杏强袁李 静袁李聪敏袁等渊1843冤
肺痿方离子导入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临床观察

纪 娟袁张念志袁许李娜袁等渊1845冤
大黄水灌肠联合针刺足三里对重症胰腺炎患者肠道功能恢复的影响

钟建华袁张朝晖袁瞿星光袁等渊1848冤
关节镜微创术结合中药内服治疗膝关节急性痛风性关节炎

李 浩袁陈建锋渊1850冤
中西结合治疗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临床观察 张小莉袁李 荣渊1852冤
81例中风先兆证患者发生中风转化的临床评估

董致郅袁谢春荣袁齐锡友袁等渊1855冤
通腑化痰法对急性脑缺血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期患者 TNF-琢尧LPS水平的影响

王 威袁唐 杰袁王 帅袁等渊1857冤
通腑开窍汤治疗脑梗死急性期昏迷的临床观察 刘 强渊1859冤
中药解郁止痛方治疗伴抑郁症状的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观察

于 磊袁高 翔袁邢 佳袁等渊1861冤
自拟止血方联合泮托拉唑治疗急性上消化道出血的疗效观察

阎纳新袁李 静袁冯爱东袁等渊1863冤
全真一气汤加味治疗心力衰竭的临床观察 许闪爽袁陈晓奇袁沈波汝渊1866冤
·临证经验·

同病异治法在重症肺炎中的灵活应用 李 洁袁宁秋萍袁范铁兵袁等渊1868冤
经方临床应用举隅 朱尔春袁陶方泽渊1870冤
经方辨治急症验案举隅 孙洪涛渊1871冤
当归芍药散治疗全子宫切除术后发热验案 朱 姝袁赵百林袁黄晓兰渊1873冤
·护 理·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中西医护理 曹文芳渊1874冤
中西医结合护理在外支架治疗桡骨远端骨折中的应用

孙海兰袁郑含佳袁贾洪顺袁等渊1876冤
急性酒精中毒的促醒治疗和护理要点分析 黄宁利袁巩红霞袁党红絮渊187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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