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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渊306冤

明目复元汤联合中药穴位贴敷治疗急性视神经萎缩的临床观察
徐朝伟袁潘小玲渊309冤
丹参川芎嗪注射液联合康复训练治疗急性缺血性中风的临床观察

吴丽霜渊311冤

头部穴位放血治疗颈源性眩晕渊风阳上扰证冤的临床观察
苟春雁袁李

中国中医急症

梦袁樊沙沙渊314冤

三妙散加味外敷灌肠联合胜红清热胶囊辨治急性盆腔炎的临床研究

月刊 员怨怨圆年 员园 月创刊

陈方智渊316冤

第 25 卷 第 2 期渊总第 214 期冤

圆园员6 年 2 月员5 日出版

芪参胶囊治疗稳定型心绞痛临床观察

李瑞梅渊318冤

益气养阴活血祛湿法干预稳定型冠心病心力衰竭及对心室重构的影响
晋玉梅袁杨宇平袁方

芳袁等渊320冤

自拟解毒开窍汤联合头孢曲松钠对急性细菌性脑膜炎肿瘤坏死因子-琢尧

本刊为

C 反应蛋白及脑脊液细胞因子的影响

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温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疗效观察

中国中医药优秀期刊

卵巢内膜异位囊肿术后多途径干预的临床研究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韩建东袁刘天易渊323冤
宋明霞袁沈友虎袁胡长顺渊326冤
张利梅袁翁双燕袁王彩霞袁等渊329冤

自拟清热除湿化瘀汤治疗急性盆腔炎的疗效观察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源期刊

陈丽文袁胡

平渊331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晚期肿瘤合并慢性心功能衰竭的疗效观察

中国学术期刊穴光盘版雪全文收录期刊

张志明袁彭

琳袁董

石蒿退热散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高热临床观察

刘

敏袁何

彦袁杨继君渊336冤

柏苋止痒汤湿敷治疗急性湿疹临床观察

付

蓉袁李元文袁李

中国核心期刊穴遴选雪数据库收录期刊

丁香开胃贴热敷神阙穴辅助治疗胰腺炎的疗效观察

承办

赵

糖尿病与非糖尿病急性心肌梗死早期临床特征分析
协办

纬渊338冤

刘 洋袁张金萍袁于晓江渊340冤

代温灸膏辅助治疗肾绞痛临床观察

重庆市中医研究院

霞渊334冤

伟渊342冤

王翠柳袁卿立金渊344冤

补肾利咽饮干预卒中后假性延髓麻痹吞咽障碍对卒中相关性肺炎的影响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王小亮袁侯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泰安渊四川冤药业有限公司

自拟清热通络方加减辅助西药治疗急性脑梗死临床观察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哮喘发作期患者中医证型与肺功能检查的相关性研究

安徽济人药业有限公司

斌袁姜远飞袁等渊346冤
叶

明袁杨娟娟渊349冤

黄敬蕊袁沈

军袁刘良丽渊351冤

中药对婴儿胆道闭锁术后的干预作用及其远期疗效的观察

广告代理

陈

北京纵横杏林广告有限公司

黎袁胡

艳袁杨

梦袁等渊353冤

密集型毫针针刺治疗肱骨外上髁炎临床观察

刘国忠渊357冤

康复理疗联合活血化瘀中药治疗脑梗死后遗症的疗效观察

陆

兵渊359冤

中医宏观辨证结合微观辨证治疗反流性食管炎渊肝胃不和证冤临床观察

编辑部主任

李枝锦袁李

张洪雷

静袁吴平财渊361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重症肺炎患者临床疗效观察及对患者炎症因子水平的影响
编辑人员

钭南霖袁张

江 洪 张洪雷 安 浚

剑袁邓俊义袁等渊363冤

醒窍散瘀汤联合西药治疗颅脑损伤后躁狂发作临床观察

王 珏 蔡雨菲 江 莎

李师臣袁张

寇明星 侯 彬

蕾袁窦峰诠渊366冤

·临证体会·
本期

五味消毒饮加减在盆腹腔巨大肿物伴发热治疗中的应用

责任编辑 江 莎

王琳琳袁王秀霞袁吴效科渊271冤

责任校对 王 珏
英文译校 曾 峥

蔡雨菲 侯

魏 知

彬

针灸辅助治疗呼吸机脱机的理论思考与实践
过敏性紫癜的辨治经验
电针结合艾灸治疗桡神经麻痹

期刊基本参数
悦晕 缘园原员员园圆 辕 砸 鄢 员怨怨圆 鄢 皂 鄢 员远 鄢员88
鄢 扎澡 鄢 责 鄢 预 员园援园园 鄢 鄢69鄢 圆园员6原02

·护

叶聿隶袁萧雪峰袁耿

赟袁等渊368冤

王茂生袁王海南袁范

华渊370冤

樊金灼袁贺

雄渊373冤

理·

导引护理法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中的应用

何白林袁冯朝琼渊37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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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酝燥灶贼澡造赠 耘泽贼葬遭造蚤泽澡藻凿 蚤灶 韵糟贼燥遭藻则 员怨怨圆

灾燥造怎皂藻 25 晕怎皂遭藻则 2

February

员缘袁圆园员6

砸藻泽责燥灶泽蚤遭造藻 韵则早葬灶蚤扎葬贼蚤燥灶
杂贼葬贼藻 粤凿皂蚤灶蚤泽贼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悦韵晕栽耘晕栽杂 陨晕 月砸陨耘云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 and

杂责燥灶泽燥则泽
悦澡蚤灶葬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燥枣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GAP-43 Expression in Rats with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 粤糟葬凿藻皂赠 燥枣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Research on Yougui Drink Treating Full-thickness Articular Cartilage

葬灶凿 孕澡葬则皂葬糟赠

LIU Feiwen袁Y U Kunqiang袁PENG Hongwei袁et al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Defects of Rats
Y ING Jun袁LUO Cheng袁ZHA NG Y uanbin袁et al

耘凿蚤贼蚤灶早
耘凿蚤贼燥则蚤葬造 月燥葬则凿 燥枣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耘皂藻则早藻灶糟赠
蚤灶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远袁孕葬灶曾蚤 晕燥援苑 月则葬灶糟澡 砸燥葬凿熏

允蚤葬灶早遭藻蚤 阅蚤泽贼则蚤糟贼袁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袁源园园园圆员
栽藻造押园圆猿原远苑园远源员圆愿

远猿缘圆员猿怨园

云葬曾押园圆猿原远猿缘圆员猿怨猿

耘皂葬蚤造押扎早扎赠躁扎yx岳126.com

孕则蚤灶贼蚤灶早
Chongqing Kaiyuan Printing Co.袁Ltd.

Optimization of Extraction Process of Alkaloid in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LIU Chenmin袁FA N Hongjing袁ZHA NG Y uyan袁et al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Xihuang Wan on Prevention and Cure of

渊189冤

渊193冤
渊197冤

Acute Radiation Enteritis Caused by Radiotherapy of Cervical Carcinoma
CHEN Qingmei袁LI Y an袁JIA O Limin袁et al
Effects of Blood-activating Medicines and Blood-breaking Medicines

渊199冤

on Serum MMP-9 and TIMP-1 in AS Rats
XIE Haibo袁W A NG Dian袁LIU Y ajuan袁et al
Effects of Tanshinone A Inje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Calmodulin Dependent

渊201冤

Protein Kinase II and Myocardial Contractility of Calmodulin Protein
in Ra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阅蚤泽贼则蚤遭怎贼燥则
阅燥皂藻泽贼蚤糟院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 孕燥泽贼 韵枣枣蚤糟藻

韵增藻则泽藻葬泽院悦澡蚤灶葬 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月燥燥噪

SU Y aping袁BU Linlin袁LI Pingping袁et al
The Effects of Cervus and Cucumis Polypeptide Injection on VEGF and

栽则葬凿蚤灶早 悦燥则责燥则葬贼蚤燥灶

PMMA Particles Induced Osteolysis of Long segmental Single Vertebral

悦燥凿藻 晕燥援酝员圆远远

FENG Y anqin袁JIA NG Xuelian袁W A NG W enjie袁et al

孕援韵援 月燥曾 猿怨怨袁月藻蚤躁蚤灶早袁悦澡蚤灶葬

酝葬蚤造原韵则凿藻则
耘凿蚤贼燥则蚤葬造 月燥葬则凿 燥枣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耘皂藻则早藻灶糟赠
蚤灶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远袁孕葬灶曾蚤 晕燥援苑 月则葬灶糟澡 砸燥葬凿熏

允蚤葬灶早遭藻蚤 阅蚤泽贼则蚤糟贼熏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熏源园园园圆员
栽藻造押园圆猿原远猿缘圆员猿怨猿
悦杂杂晕
陨杂杂晕 员园园源原苑源缘载
悦晕 缘园原员员园圆 辕 砸

渊204冤

Compression Fractures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Yixin Decoc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50 cases

渊208冤

with Stable Angina Pector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Y A NG Xu袁HU W enlong袁HA N Xinbin袁et al
Curative Effect Analysis of Xianyuan Decoction Gelata Enema and

渊212冤

Hormonal Treatment on Children with Abdominal Type Allergic Purpura
ZHU Haoyu袁FENG Xiaochun
Effect of Sodium Tanshinone域A sulfonate on Cardiac Work in Rat Model

渊216冤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Y A NG Ping 袁LI Xiaoyan 袁DU Chengfen袁et al

渊219冤

W A NG Buqing袁XUE Qinmei

渊223冤

Clinical Study on Tongxian Fang in Treatment of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