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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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刊

1992 年 10 月创刊

第 25 卷

第 8 期渊总第 220 期冤

2016 年 8 月 15 日出版

主 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主 办
中华中医药学会
员园园园圆怨袁 北京市和平街樱花路甲 源 号

编辑出版
中国中医急症编辑部
源园园园圆员袁重庆市江北区盘溪七支路 远 号
电话院 园圆猿原远苑园远源员圆愿

远猿缘圆员猿怨园

传真院 园圆猿原远猿缘圆员猿怨猿
耘鄄皂葬蚤造院 扎早扎赠躁扎yx岳126援糟燥皂
网址院 http://www.zgzyjz.com

投稿方式
登陆官网 http://www.zgzyjz.com
进入投审稿系统
广告经营许可证
渝工商广字第 园圆员远员源 号
印 刷
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研究报告·
复元醒脑汤对糖尿病脑梗死大鼠脑组织 SDF-1尧CXCR4尧VEGF 基因及
蛋白表达作用的研究

沈俊逸袁方邦江袁凌

TNBS 模型大鼠结肠组织中 NF-资B尧PPAR-酌 的表达特点

顾培青袁沈
刘

伟袁郭思佳袁郝正华袁等渊1465冤

补肾和脉法对老年高血压合并急性心肌梗死血脂尧血压和脉搏波传导速度的影响
丛

订 购
全国各地邮政局 邮发代号 苑愿原怨愿
邮 购
中国中医急症编辑部发行室
源园园园圆员袁 重庆市江北区盘溪七支路 远号
电话院 园圆猿原远猿缘圆员猿怨猿

定 价
每期 员园援园园 元 全年 员圆园援园园 元
中国标准刊号
陨杂杂晕 员园园源原苑源缘载 悦晕 缘园原员员园圆 辕 砸
圆园员6 年版权归中国中医急症杂志

章不代表中华中医药学会和本刊
编委会的观点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袁请向中国
中医急症编辑部调换

洁渊1468冤

金佳佳袁陈建华袁杨伟刚渊1471冤
腧穴针刺对急性期偏头痛大鼠中脑组织 SP 及其受体 NK-1 的影响
心可舒胶囊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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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袁耿俊隆袁等渊1474冤

李晓岩袁艾

清袁秦

玲袁等渊1477冤

银杏内酯 B 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氧化应激反应的影响

白志超袁 陈名超袁李鹤飞渊1480冤

苦酸通方对自发性 2 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大鼠体质量与腹部脂肪组织中
FAS 表达的影响

金美英袁高胜男袁朴春丽渊1484冤

枳壳甘草汤对腰椎间盘突出模型大鼠炎症及退变的影响
孙江涛袁李宇卫袁沈晓峰袁等渊148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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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体质特性过敏性紫癜血清免疫学指标特征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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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健脾渗湿方治疗伴有焦虑尧抑郁状态的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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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秀兰袁王毅刚渊1521冤
祝光礼教授治疗冠心病经验浅析

赵丽娟袁祝光礼渊1523冤

郑红斌教授运用中药散剂治疗消化性溃疡经验探微

章卓滢袁郑红斌渊1525冤

·证治探讨·
脓毒症尧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治疗前后的证候要素特征
谢东平袁范荣荣袁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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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分析·
中药外敷治疗亚急性甲状腺炎疗效的 M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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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建强
曾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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贇袁孙丽华袁方邦江渊1534冤

双路径导师制对急诊低年资护士培训的效果评价
姜永梅袁姜

艳袁陈

强渊1537冤

·医籍研析·
小柴胡汤之半夏配伍意义新解

编

勇袁 陈继东袁等渊1531冤

·急症教学研究·
优化叶中医急诊学曳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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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乾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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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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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常富袁张家业渊1540冤

·实验报告·
热刺激对大鼠下丘脑神经损伤相关因子作用研究
康欣欣袁唐志鹏袁王立娟袁等渊1543冤
蒙药如达溃疡散的急性毒性实验研究

杜锦辉袁郑皓云渊1547冤

苦参碱对人角膜成纤维细胞细胞周期和凋亡的影响
邓

珍袁袁满红袁周珍华袁等渊1549冤

花椒酰胺对神经根型颈椎病大鼠抗炎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张华义袁黄纯聪袁杨德兵袁等渊1552冤

·综

述·

中医药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研究进展

范增光袁袁

野袁皇甫海全袁等渊1555冤

中风后足内翻的针灸治疗概述

尹洪娜袁李佳诺袁孙忠人袁等渊1558冤

中医药对激素性股骨头坏死防治的研究概况

刘新宇袁曹林忠袁宋

中医治疗骨折早期肿胀的研究进展

赵崇智袁徐志强袁潘海文袁等渊1564冤

敏袁等渊1561冤

·临床观察·
舒血宁注射液联合依达拉奉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对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的影响
程泽君袁王文科袁邱志宏渊1568冤
疏风解毒胶囊联合抗生素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期临床观察
任庆伟渊1571冤
小剂量醒脑静注射液在中重型颅脑损伤患者治疗中的作用
刘

梅袁黄顺贵袁王

斌袁等渊1574冤

加味六君子汤改善慢性肾衰患者营养状况的临床研究
董

中国中医急症

萍袁刁金囡袁朱辟疆袁等渊1577冤

麻苏胶囊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临床研究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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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必净注射液治疗脓毒症心肌损伤临床观察

建袁聂
李

慧袁等渊1580冤

旭袁陈

岩渊1582冤

生肌玉红膏联合氧气雾化治疗域耀芋期压疮的临床研究
刘学灵袁杨明高袁陈庭明袁等渊1585冤
唐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疗效及预后分析

婧袁肖忠英渊1588冤

自拟中药汤剂联合西药治疗急性盆腔炎患者疗效观察及其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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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玉梅袁张正宇袁王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静袁等渊1590冤

中药酒火疗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渊寒湿瘀阻证冤临床观察

中国中医药优秀期刊

杜金万袁李良斌袁袁剑波袁等渊1593冤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中医外治疗法治疗动脉硬化性闭塞症坏死期临床观察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源期刊

彭

中国学术期刊穴光盘版雪全文收录期刊
中西医联合治疗高频下降型突聋的临床观察

中国核心期刊穴遴选雪数据库收录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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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疗效观察

周永刚袁李俊霞渊1601冤

自拟清热解毒方熏洗用于肛周脓肿一次性根治术后的临床观察
冯月宁袁冯大勇袁王春晖渊1603冤
承办

DCF 化疗方案联合复方苦参尧艾迪注射液治疗进展期胃癌临床观察

重庆市中医研究院

欧

畅袁唐志宇袁宋益青袁等渊1606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泄泻临床观察

协办

张

歧渊1608冤

经皮穴位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脑卒中后手功能障碍临床观察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高国胜袁张素钊渊1610冤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参附注射液在老年心衰患者麻醉中应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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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治军袁宁敏曼渊1614冤

自拟中药方联合西药治疗鼻咽癌患者急性放射性口腔炎的临床观察

广告代理

汪春艳渊1617冤

北京纵横杏林广告有限公司

参附注射液对脓毒血症心肌损伤保护作用的临床研究
胡艳茹袁谢凤杰袁吕长安袁等渊1619冤
痰热清注射液多途径联合方案治疗重型颅脑损伤术后合并肺部感染
临床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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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韵晕栽耘晕栽杂 陨晕 月砸陨耘云
Experimental Study of Fuyuan Xingnao Decoction on the Gene Expression
and Protein Secretion of SDF-1袁CXCR4 and VEGF in Diabetic Cerebral
Infarction Rats
SHEN Junyi袁FA NG Bangjiang袁LING Li袁et al
渊1457冤
The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NF-资B and PPAR-酌 in Colon Tissue of
TNBS Rats
渊1461冤
GU Peiqing袁SHEN Hong袁ZHU Lei袁et al
The Mechanism Research of the Effect of Qinghou Liyan Granules with
Yangyin Qingfei Syrup on Relieving a Cough
渊1465冤
LIU W ei袁GUO Sijia袁HA O Zhenghua袁et al
The Effects of Bushen Hemai Decoction on Blood Lipids袁Blood Pressure and
Pulse Wave Velocity of Senile Hypertension Complicated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NG Cong袁Y A NG Jie
渊1468冤
Experimental Study on Mirabilite by Percutaneous Ultrasound Guided for
Rat Model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JIN Jiajia袁CHEN Jianhua袁Y A NG W eigang
渊1471冤
Effects of Acupoint Electroacupuncture on Mesencephalon Substance P and
Its Receptor Neurokinin-1 in Rats with Acute Migraine
TA NG Meixia袁W A NG Xi袁GENG Junlong袁et al
渊1474冤
A Meta-analysis of Xinkeshu Capsule on Unstable Angina
LI Xiaoyan袁A I Qing袁Qin Ling袁et al
渊1477冤
The Effects of Ginkgolide B on Oxidative Stress in Rats with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BA I Zhichao袁CHEN Mingchao袁LI Hefei
渊1480冤
Effects of Kusuan Tongtiao Decoction on FAS Expression in Abdominal Adipose
Tissue of Spontaneou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n Rats with Insulin Resistance
JIN Meiying袁GA O Shengnan袁PIA O Chunli
渊1484冤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Zhike Gancao Decoction on Inflammation and
Degeneration of Lumbar Disc Protrusion Model in Rats
SUN Jiangtao袁LI Y uwei袁SHEN Xiaofeng袁et al
渊1488冤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Nephropathy 1st Decoction and Saponin in
Renal Fibrosis Rats
MU Linjie袁CHENG Jinguo袁JIA NG Chengxi
渊1493冤
Effects of Waigan Qingre Jiedu Decoction on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COX-1 and COX-2 in Hypothalamus in Fever Rats
PING Jian袁CHENG Y ang袁MA I Jingyin袁et al
渊1496冤
Meta-analysis of Effect of Suhuang Zhike Capsule on Post-infection Cough
LI Jiqiang袁ZHA NG Zhongde袁HA N Y un袁et al
渊1500冤
Research of Correlated Seroimmunological Indexes Changes about
Henoch-Schonlein Purpura in Different Physique Characteristics
W uritunashun袁 Burenbatu曰GONG Cuiqin袁et al
渊1503冤
Effect of Dhyxnsw Regulation on Experimental Psoriasis Model of
Guinea Pig Immunity
HUA NG Ping袁CHEN Shaoxiu袁CHEN Desen袁et al
渊1508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