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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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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韵晕栽耘晕栽杂 陨晕 月砸陨耘云
The Antioxidant Protection Research on Combined Fuling Xingren Gancao Tang
and Juzhijiang Tang on Rats with Isoprenaline Leading Acute Myocardial Ischemia
CHEN Xinyu袁JIA NG Ling袁ZHA NG Shiying
渊753冤
Experimental Study of Sishenwan on Model Rats with Diarrhea of
Asdthenic Splenonephro-yang
渊756冤
LIN Xiaoyuan袁DENG Na袁LI Xia袁et al
Effect of Centella Asiatica on Expression of 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
and Fibronectin in NRK52E Cells Stimulated by High Glucose
KA NG Ning袁LI Qiang袁SA NG Feng袁et al
渊759冤
Influence of Guben Fangxiao Decoction on Expressions of STAT1 and
Asthma Susceptibility Gene ORMDL3 in Vitro
渊762冤
DONG Y ingmei袁W A NG A ihua袁LU Y uan袁et al
Effect of Sodium Tanshinone 域A Sulfonate on TNF-琢 and IL-6 in
Mice with Coxsackie B3 Viral Myocarditis
渊766冤
W A NG Dekun袁W EI Hanwei袁PENG Jian
Discussion 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Langchuangding Decoction on
SLE Based on TGF-beta-MAPK Signaling Pathway
XU Chenting袁LI Haichang袁XIE Zhijun袁et al
渊769冤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Qingkailing Injection on Acute Stroke
渊772冤
SUN Liangming袁CHENG Fafeng袁W A NG Xueqian袁et al
A Meta-analysis院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Cold Type Asthma
LIU Lujia袁QU W anying袁TA N Jiejun袁et al
渊777冤
Discussion on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Acute Alcohol Intoxication
渊782冤
HUA NG Hao袁ZHA NG Rongzhen
Study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Rules of Abdominal Pain after
Abortion Based on Data Analysis of Ancient and Modern Medical Records
ZHU Jianguang袁W A NG Y ali 袁LI W enlin
渊784冤
Effect of Tongjiang Hewei Decoction on Hist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irway in Guinea Pigs with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Induced Cough LIU Chun鄄
fang袁CA O Huijie袁CHENG Y anmei袁et al
渊788冤
Experimental Study on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Weilingxian
Intra-articular Injection on MMPs and HA in Ra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SUN Jianqin袁CHEN Hongying袁Y A O Zhonghong袁et al
渊791冤
Effect of Astragaloside 郁 on MMP-7袁CTX-域袁COMP of Co-culture System
of Chondrocytes and Human Synovial Cells Mediated
by Wnt/茁-catenin Signal Pathway
渊795冤
W A NG Degang袁XU Chuanyong袁JIA NG Y uxiang袁et al
The Effects of Astragalosides on Oxidative Stress in Rats with
Focal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Y A NG Long袁HA N Dong
渊799冤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Salvia Miltiorrhiza in Protecting Myocardial
Ischemia and Reperfusion Injury in Rabbits
ZHA NG Chunyan袁CA O Zheng袁FA N Xiaoqin袁et al
渊804冤
Exploration on the Indications of Mahuang Xixin Fuzi Decoction for Sore Throat
with Yin Syndrome HE Jiahui袁GUA N Huahua袁HU Bixia袁et al
渊808冤
Clinical Research of Xiaoer Chuanbao on Bronchial Asthma in Children HUA NG
Li袁LIU Guiyin袁LIU Ming
渊812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