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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承气汤对脓毒症小鼠肺血管通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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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虚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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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压创面治疗技术在肛周脓肿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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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肖凤英袁崔金涛袁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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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tithrombotic and Fibrinolysis Effects of Shengxiong Compatibility
Prescription on Cerebral Ischemia Injury
W A N Haofang袁W A N Haitong袁HA N Jin袁et al
渊1冤
Effect of Shennao Fuyuan Tang Combined with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n the Recovery of
Neural Functional and Expression of VEGF in Cerebral Ischemic Rats
HU Guoheng袁HOU Xiaohua袁LI Y ingchen袁et al
渊4冤
Clinical Efficacy of Tongfu Qingyi Tang on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渊8冤
ZHEN W ei袁XU Duo袁JIA NG Chunmei袁et al
The Clinical Research of Wenyang Pingchuan Keli on Induced Sputum EOS袁
ECP and ACT in Bronchial Asthma
SHI Y ong袁LIU Y ang袁ZHENG Caixia袁et al
渊10冤
Effect of Guanxinping on Anesthetic Dog with Acute Myocardial
Ischemia Caused by Coronary Artery Ligation
LI Fang袁Y A NG Chengliu袁LI Zhuoqiong袁et al
渊14冤
The Influence of Compound Xiebai Jiaonang on the Time of Ventilator Weaning
of Pulmonale Sepsis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Resistance Syndrome
XI Zhaoqing袁LIN Hao
渊17冤
Clinical Study of Yiqi Qingre Huashi Method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in Sepsis Type of Dampness and Heat in Spleen
W A NG Shanshan袁ZHA O Hao袁KONG Li袁et al
渊20冤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Yiqi Lishu Method in Acute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XIE Y ongqing袁W EN Meizhen
渊22冤
Study on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Ozone Combined with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and Small Needle Knife Triple Therapy on Lumbar Disc Herniation
LI Shaojun袁QIA O Zhiquan袁QI Zhiming
渊25冤
The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Clear away Heat and Cool Blood and Western Medicine
on Immune Thrombocytopenia渊Heat Toxin Syndrome冤
MOU Zongling袁GUA N Xutao袁ZUO Xinhua袁et al
渊28冤
Clinical Effects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on Treating Fengwen Syndrome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SUN Fangyuan袁QIA N Fenghua袁Y ang Haojie袁et al
渊31冤
The Study on TCM Syndrome of 532 Case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
XU Lina袁ZHA NG Nianzhi
渊34冤
The Research of Coronary Disease in Tradition Chinese Medicine渊TCM冤
Constitution and Its' Relevance with Micro Albuminuria渊MAU冤
TENG Tao袁W A NG Jian
渊37冤
The Study of Yiqi Huoxue Fang in Anti-inflammatory and Analgesic Effects
Y A NG Y u袁XIA Jianlong袁CHEN Gang袁et al
渊39冤
Effects of Chaihu Sanshen Jiaonang on Steady-state Inactivation and
Recovery of Sodium Channel in Ischemic Arrhythmia Rats
SHENG W ang袁LIU Kan袁W A NG Jinxi袁et al
渊42冤
Effect of Tiaoxin Fang on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and
P62 Expression Level of Alzheimer Disease Model Mice
XING Sanli袁SHEN Dingzhu袁CHEN Chuan袁et al
渊45冤
Effects of Neck Electrical Acupuncture on Brain Water Content and
Aquaporin4 Expression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Rats
W A NG Xi袁TA NG Meixia袁ZHENG Shumei袁et al
渊48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