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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不同剂量活血尧破血药对 AS小鼠主动脉病理变化及斑块内 CD147表达的影响

汪 典袁刘亚娟袁石协桐袁等渊1881冤
冠心止痛胶囊含药血清对过氧化氢损伤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保护作用

梁瑞峰袁王守富袁宋献美渊1885冤
芍药苷预处理激活 PPAR琢对在体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保护的作用研究

郝霁萍袁高宇勤袁贺少辉袁等渊1888冤
电针百会尧神庭穴对 MCAO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及 IL-1茁尧TNF-琢表达的影响

俞坤强袁李晓洁袁彭洪卫袁等渊1891冤
血塞通注射液联合依达拉奉治疗急性脑梗死的 Meta分析 邹 冲袁王娥娥渊1895冤
从二次文献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期中医证候类型

余 琪袁周铭心袁姜 德渊1898冤
刮痧联合放血对热射病大鼠下丘脑 HSP-70 mRNA及蛋白的影响

夏 婉袁屠文展袁程瑞动袁等渊1902冤
健脾补肾方对 BALBc鼠大肠癌肝转移 VEGF表达影响的实验研究

金妙妙袁傅健飞渊1906冤
蝙蝠葛活性成分抑制胃癌 SGC-7901细胞转移侵袭作用

张 淼袁李 默袁丁 宁渊1908冤
穴位注射骨瓜提取物注射液联合电针夹脊穴对兔骨质疏松性椎体

压缩骨折二聚糖的影响 冯艳琴袁姚忠红袁秦雪琴袁等渊1911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心源性休克的系统评价与 Meta分析

张春漪袁逯 阳袁张良登渊1915冤
中药治疗急性腰扭伤的系统评价 沈琪幸袁叶 洁袁马俊明袁等渊1918冤
莲子心对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水平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朱红俊袁苏 伟袁龚少愚袁等渊1923冤
活血接骨膏对创伤骨折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影响

邱继明袁谭宗和袁陈春华袁等渊1926冤
通脑饮治疗急性脑梗死临床研究 王立超袁吴明华渊192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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葶苈真武汤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观察 陈虹年袁尹玉平袁吴本鄂渊1932冤
益气化瘀方对缺血-再灌注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林凯旋袁安 辉袁缪灿铭袁等渊1936冤
益气活血方对急性胃溃疡大鼠模型黏膜愈合质量研究

满光亮袁葛惠男袁石方臻渊1939冤
中医特色综合疗法治疗阳明腑实证不完全性肠梗阻的临床观察

侯江涛袁陈 昫袁杨晓军袁等渊1942冤
·思路与方法·

中医院医师使用华法林及中药预防非瓣膜性房颤脑卒中的调查分析

何 晓袁庄岚清袁李有为渊1945冤
·专家经验·

王坤根主任中医师辨治哮喘急性发作期的经验 陆明敏袁王 真渊1948冤
潘月丽教授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临证用药经验 蔡 旋袁潘月丽渊1950冤
蓝华生主任治疗肾病水肿的经验 刘彩香袁朱冬云渊1952冤
李鑫辉教授治疗冠心病经验 李雅婧袁李映辰袁黄淼鑫袁等渊1954冤
·证治探讨·

基于野肝脾相关冶探讨 A型性格与功能性消化不良
杜晓娟袁汪龙德袁毛兰芳袁等渊1956冤

重症肺炎患者病原菌与证型关系的回顾性研究

陈海襄袁朱维娜袁隆红艳渊1959冤
脑梗死恢复期中医体质分布特点研究 吴宏赟袁张继伟渊1961冤
193例登革热患者的中医体质特点分析 林连升 刘 娇 刘领弟袁等渊1965冤
·实验报告·

黄芩抗菌作用物质基础研究 雷 蕾袁杨秦予渊1967冤
·医籍研析·

叶伤寒论曳经方解析痹证辨证治疗思路 王丽敏袁谷 松袁于 静袁等渊1969冤
·急症建设管理·

目视管理在急诊抢救区的管理应用 陈丽芳袁胡书凤袁孔 婕渊1974冤
·综 述·

通腑法在中风急性期的机制探讨及临证应用 石冬燕袁朱 垚袁常 诚渊1977冤
重症手足口病中西医结合研究现状 罗试计袁覃文格袁刘相朝袁等渊1980冤
中医药调控中心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在肾脏病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刘 凡袁孔 薇渊1983冤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中医药治疗近况 孙江涛袁李宇卫袁沈晓峰袁等渊1986冤
中医药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研究进展 覃志周袁高洺杨袁唐宇俊袁等渊1989冤
·临床观察·

益气活血法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影响

张 怡袁张 洪袁陈绍宏渊1993冤
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观察 鲁承熙袁熊 伟渊1995冤
自拟方辅助西医治疗糖尿病性脑梗死临床观察 余 颖袁刘建新袁肖圣勇渊1997冤
益气散结消臌汤配合西药治疗乙肝肝硬化腹水的临床观察

蒋兆荣袁顾生旺袁刘 欢袁等渊2000冤
痰热清注射液治疗发作期小儿哮喘的临床观察

陈会新袁王印华袁浦践一袁等渊200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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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动脉粥样硬化性卒中中医体质和同型半胱氨酸关系的研究

高心宇袁尹莲花渊2005冤
自拟凉血止痒方辨证加减配合西医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急性期临床观察

孙晓晖袁刘俊杰渊2007冤
电针刺激对重症患者盲插螺旋型鼻肠管成功率的影响

代 兵袁张淑芹袁张昭元袁等渊2009冤
痰热清注射液膀胱冲洗治疗重型颅脑损伤患者导尿管相关尿路感染临床观察

田 勇袁吕伯东袁方 伟袁等渊2012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观察 黄立强袁秦玉玲袁赵晓霞袁等渊2015冤
鼠神经生长因子配合穴位埋线辨证施治对急性期特发性面神经麻痹临床疗效

及对患者瞬目反射的影响 余 慧袁蒋艳珍袁尚文昌渊2017冤
电针灸疗法联合微波照射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临床观察

王 品袁冯文杰袁杨环玮渊2020冤
穴位针刺配合祛风通络方治疗急性脑梗死临床观察 胡君雁渊2022冤
电针刺激对脓毒症/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机械通气患者肌无力的影响

杨挺伟袁王 醒袁戴林峰袁等渊2025冤
清热养阴汤结合维生素 B12治疗鼻咽癌放疗致急性口咽黏膜反应临床观察

何伟岳袁陆启轮渊2027冤
益气活血方口服辅助辨治急性直肠前突型便秘临床观察 胡洪铨袁潘永梅渊2030冤
茵陈五苓汤加减对甲型急性黄疸型肝炎渊阳黄湿重于热证冤患者肝功能和
炎性因子指标的影响 董双龙袁李银彩袁王 飞渊2032冤

炙甘草汤加减治疗室性早搏的临床研究 何德英袁靳文学渊2035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慢性肾脏病并发心衰的临床观察

王洪霞袁张晶晶袁徐建龙袁等渊2037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临床观察 王 飞渊2040冤
自拟化痰祛瘀通脉汤治疗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临床观察

袁 华袁胡国恒袁陈 亚渊2042冤
回心方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渊心肺气虚证冤的临床观察

赵书刚袁李厚英袁陈 昕渊2045冤
自拟逐瘀清湿热方治疗急性盆腔炎临床观察 王桂兰渊2047冤
采用针刀松解配合持续镇痛下推拿对股骨远端骨折术后膝关节功能

恢复疗效的研究 黄金山袁常 兵袁程治海渊2049冤
自拟化瘀涤痰方联合依达拉奉治疗高血压脑出血临床疗效

李巧红袁陈彩肖袁孙翠婷袁等渊2051冤
电针联合盆底肌训练治疗女性膀胱过度活动症的疗效观察

苗广占袁贾 民袁张晓宇渊2054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临床效果观察 郁正菊渊2056冤
·临证经验·

经方治疗恶性肿瘤放化疗副作用的临证心得 刘丽军渊2058冤
野通里攻下法冶在急腹症中的应用举隅 任列钰渊2060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下肢丹毒合并带状疱疹 1例

宋 洋袁罗晓琼袁潘 怡袁等渊2062冤
·护 理·

急性轻症胰腺炎的中西医护理 史 慧渊2064冤
降阶梯思维结合情景模拟训练在急诊抢救室新入职护士培训中的应用

吴国庆袁韦 梅袁徐何群袁等渊206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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