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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韵晕栽耘晕栽杂 陨晕 月砸陨耘云
Mechanism of Action of Tanshinone IIA on Attenuating the Hypertrophy
Induced by Transverse Aortic Constriction 渊TAC冤 through Calcineurin
Pathway Influenced by MiR-133
渊377冤
FENG Jun袁LI Shusheng袁CHEN Huawen
Meta-analysis of Suxiao Jiuxin Pill o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RUA N Xiaofen袁W A NG Xiaolong袁CHEN Tiejun袁et al
渊380冤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ubated Diseases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渊384冤
KONG Xiangyu袁HUA NG Lin袁LI Haichang
Effects of Fangji Huangqi Deco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Heparanase
Adriamycin Nephropathy
渊387冤
FU Qiang袁HUA NG Y axian袁W A NG W enjing
Influence of Dark Tea on Aortal NF-资B of Rats with Hyperlipidemia
渊390冤
TA NG Y an袁Y I Jian袁PENG Qianyuan袁et al
Effect of Huoxue Rongluo Tablets on the Expression of ChAT and AchE
in AD Model Mice
渊393冤
LI Shan袁HU Hua袁ZHOU Desheng
Comparison Study of Two Different Type of Collagenases忆 Digestion Efficiency
on Cartilage Endplates Culture
渊397冤
TA NG Xiaokang袁LI Min袁Y ING Hang袁et al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of
Monosialotetrahexosylganglioside Sodium on RCBF and CK-BB of
Neonatal 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
渊400冤
LUO Xiuling袁DA I Xinyu袁FENG Y anqin袁et al
The Clin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RPH Combined
with Snip Ligation on Mixed Hemorrhoids
渊403冤
HU Xiangdang袁LI Shuaijun袁LUO Min袁et al
Effect of Xuefu Zhuyu Decoction on Pulmonary Infection Control Window
in Patients with AECOPD Complicated by Pulmonary Hypertension
渊405冤
NI Haibin袁LIU Keqin袁ZHA NG Xiaozhen
The Effects of Polygona-polysaccharose on Learning and Memory and
PS-1 Protein Expression of Rats with Chronic Cerebral Hypoperfusion
W A NG W ei袁LIU W enbo袁TA NG W ei袁et al
渊408冤
Investigation 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ung Carbuncle
JIA NG Deyou袁Y A N Chuang袁QU Jinglai袁et al
渊411冤
The Acute Toxicity Test and Effects of Yiqi Huoxue Decoction on the Contents
of SOD and MDA in Damaged Rats忆 Spinal Cord Tissue of the Chronic Spinal
Oppression Model
Y A NG Y u袁XIA Jianlong袁CHEN Gang袁et al
渊414冤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controlled Clinical Study院 Jiawei Yinqiao Decoc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Fever
MA Rong袁QI W ensheng袁Y A NG Xiujie袁et al
渊418冤
Exploration on the Rules of Meridian Points and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reventive Treatmeat of Asthma with Point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Data Mining Technology
SHI Hongli袁LIU Xiaoping袁CHU Jiamei袁et al
渊421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