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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Ganlu Xiaodu Deco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MiR-155 in EV71
Infected Cells

HE Y irong袁HE Y oushun袁CA O Rong袁et al

The Effect of Tanshinone 域A on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after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Rats
HA N Ping袁FENG Jun袁CHEN Huawen

Researching Han Mingxiang忆s Medical Experience Treatment on Chronic
Airway Inflammatory Disease through Data Min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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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unostimulatory Effect of a Compound of Zhuye Shigao Oral Granule on
Radiation-induced Esophag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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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则葬凿蚤灶早 悦燥则责燥则葬贼蚤燥灶

孕援韵援 月燥曾 猿怨怨袁月藻蚤躁蚤灶早袁悦澡蚤灶葬
悦燥凿藻 晕燥援酝员圆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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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冤
渊1840冤
渊1844冤
渊1847冤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Learning-memory Abilities and P2X7 Receptors
Expressions in Hippocampus of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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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NG Lijuan袁LI Mingwei袁NIU Baolong袁et al

Analysis on Medication Rule in Prescriptions for Epidemic Encephalitis B at
Convalescence Stage Based on Data Min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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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NG Y izhan袁W A NG Y uxian袁SU Rui袁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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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 Jingyi袁XU Hui袁QIN Ling袁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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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Analysis of Guanxin Shutong Capsule on Patients with Unstable Angina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Rabbit Knee Osteoarthritis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of Ozone and Heat-type Acupuncture Needles
LI Min袁Y UA N Gu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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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anshinone 域A on Lung Injury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in Rats

W U Y anli袁GONG Jing袁LIU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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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anchong Banxia Baizhu Tianma Deco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5-HT1B/1D Receptor in the Brain of Rats with Migraine
CHEN Shaomei袁W EI Qizhi袁XI Shengyan袁et al

Effect of Liuxi Xiaoyao Wuling Decoction on Histopathology and

Ultrastructure of Hepatic Fibrosis in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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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 Chunyan袁LI Meng袁LIA O Jiaolu袁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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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f Fine Medicine Moxibustion Strip on Migraine without Au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