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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冠状动脉 Gensini 积分与中医证候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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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袁等渊164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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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敏袁戴彦成袁张亚利袁等渊1652冤
模拟手法压力刺激对颈性眩晕血瘀证患者血清损伤后内皮细胞的影响
傅品来袁范志勇袁张竞之袁等渊1656冤
熄风静宁颗粒对 Tourette 综合征模型大鼠行为活动及脑纹状体多巴胺递质的影响
李

燕袁王新征袁康珈宁袁等渊1660冤

加味苓桂术甘方对酒精性脂肪肝大鼠肝脏组织 ADRP尧PPAR-酌 和
Sir 2 蛋白表达的影响

晁

旭袁 王越月袁杜

祛痰通络汤对糖尿病肾病大鼠肾组织内质网应激的影响
王丽华袁刘丽秋袁杨鹏鹏袁等渊1667冤
结肠透析机中药灌肠治疗肝衰竭的 Meta 分析

徐

艳袁张

中医急症编辑部调换

涛袁熊

焰袁等渊1671冤

黄芪多糖对 H2O2 所致乳鼠心肌细胞损伤保护作用的研究

沈玉珏袁刘津军袁陈丁莉袁等渊1675冤

芪红水煎液对免疫肝纤维化大鼠肝功能及肝纤维化标志物的影响
杜宇琼袁车念聪袁张秋云袁等渊1679冤
续断水提液对小鼠胫骨骨折愈合影响的实验研究
武春明袁袁慧敏袁杨

迪袁等渊1682冤

丹参酮域A 磺酸钠对高血压模型犬冠状动脉螺旋条舒缩功能的实验研究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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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袁等渊1663冤

心脑舒通胶囊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有效性及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萍袁吴胜英袁江雪莲渊1686冤

闫薇薇袁艾

清袁秦

玲袁等渊169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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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小萍教授辨治风湿病发热的临床经验

金笛儿袁阎小萍渊1693冤

基于复杂网络方法对谌宁生教授治疗黄疸用药规律的研究
林

嫦袁熊

陶凯教授应用紫菀汤治疗重症肺间质纤维化的经验
高玉瑃教授治疗小儿高热经验介绍

顾

问
邓铁涛

冯菊农

李光荣

杜怀棠
钱 英

周平安
符为民

罗本清

焰袁张

涛袁等渊1696冤

王宏宇袁马
梁

君渊1699冤

燕袁李艳红袁王艳君袁等渊1702冤

郑红斌教授辨治肠易激综合征经验

钱赟达袁郑红斌渊1705冤

凃晋文教授论治偏头痛经验

张蓓蓓袁陈

俊袁丁砚兵袁等渊1708冤

薛艳英袁崔

娜袁李俊芳袁等渊1711冤

·证治探讨·
从野瘀冶论治社区获得性肺炎及肺实变

从筋骨力学平衡理论探讨林氏颈椎定点旋转扳法治疗急性颈性眩晕的理论

名誉主编
王永炎

来源及诊疗方法

李

从风论治前庭性偏头痛的思考

黎袁 王金玲袁吴

康真真袁郎雅丽袁张丽萍渊1717冤

中医学野治未病冶思想在脓毒症防治中的运用

主

编
晁恩祥

山袁等渊1714冤

曹

蕊袁林新锋渊1720冤

·急症教学研究·
从中医急症角度浅谈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建设项目

常务副主编
左国庆

范铁兵袁朱晓博袁顾东黎袁等渊1723冤

王承德

江

洪

·文献分析·
芪参益气滴丸治疗冠心病心力衰竭的 Meta 分析

副主编
王 左
李乾构

孙树椿
沈绍功

姚乃礼

梅广源

李佩文
姜良铎

委
王书臣 王行宽 方国璋
孔 立 冯涤尘 乔之龙
关继华 孙增涛 闫希军
刘红旭
朱 敏
张卫华
张敏州
李书良

姜树民 肖鲁伟 陈立新
陈远平 陈绍宏 郑 峰
孟智宏 罗 侃 罗 翌
罗 玲 周 奇 赵 静
赵宁波 赵宜军 姚晓青
高 颖 奚肇庆
崔应麟 常毓颖
盖国忠 韩 艳
曾晓春 熊旭东
穆来安 魏江磊

野袁顾健霞渊1725冤

·医籍研析·

浅析伤寒阳明病与温病阳明病的异同

陈

良袁李修元袁王

琦袁等渊1728冤

·实验报告·

编

任喜洁 刘 明
刘清泉 曲敬来
朱雅宁 宋一亭
张纾难 张念志
张素斋 张忠德

田

唐旭东
梅建强
曾定伦
薛一涛

热毒宁调节 MCMV 感染的肺炎模型小鼠肺组织内 IFN-酌 和 IL-4 水平的研究
张文辉袁左丽娜袁孙

大黄对百草枯中毒大鼠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龙

勇袁姜

英袁李长罗袁等渊1734冤

白头翁汤及拆方对模型小鼠抗炎作用的实验研究

·综

思袁等渊1730冤

杨昌文渊1737冤

述·

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的治疗

沈彬慧袁赵学理袁郭修田渊1740冤

活血化瘀法治疗急性胰腺炎研究概况

张东玲袁杨国红渊1743冤

·临床观察·
针刺百会尧四神聪配合康复训练对卒中后疲劳的疗效观察
尹洪娜袁郭玉怀袁李

全渊1746冤

温针灸结合体位调整护理法治疗椎间盘源性下腰痛临床观察
程秋平袁刘晓瑜袁谢

慰袁等渊1749冤

侧卧位直腿牵拉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观察
刘向龙袁刘

猛袁余爱民袁等渊1752冤

痰瘀同治法对不稳定型心绞痛疗效及血 FINS尧hs-CRP 影响的临床观察
靳宏光袁李

俊袁李延吉袁等渊1755冤

当归活血合剂联合四黄液治疗急性痛风疗效观察
欧传双袁翟明玉袁余

翔渊1757冤

野二联法冶治疗椎间盘型腰椎管狭窄症的临床研究
杨

轶袁姚

冰袁张艳平袁等渊1760冤

京万红软膏对糖尿病母亲婴儿急性皮肤损伤的影响
张艳玲袁张

迪袁高媛媛渊1762冤

祛瘀补肾利水方联合微创手术治疗急性期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观察
曹秦辉袁郎

中国中医急症

娜渊1765冤

醒窍化痰汤加减辅助脑神经保护剂治疗急性脑梗死临床研究
陆舒雯渊176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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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干预重症患者胃肠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郭

淋袁杨

宇袁黄柏文袁等渊1770冤

高俊明袁王

晶袁李建凤袁等渊1773冤

中药熏蒸联合穴位注射治疗急性湿疹患者的疗效观察
化痰活血颗粒对急性冠脉综合征痰瘀互结患者炎症凝血因子的干预研究
林

本刊为

超袁詹

萍袁李翠云袁等渊1775冤

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期刊

三仁汤加味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疗效观察

尹学永袁王志文袁汪福东袁等渊1777冤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通脉活血汤联合低分子肝素钙治疗脊柱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观察

中国中医药优秀期刊

部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一渊1780冤

针刺五泉穴联合穴位按摩治疗卒中后吞咽困难并发肺感染疗效观察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源期刊

李鞍英渊1783冤

中国学术期刊穴光盘版雪全文收录期刊

升清养阴汤联合西医常规疗法对糖尿病肾病蛋白尿患者尿蛋白定量和

中国核心期刊穴遴选雪数据库收录期刊

肾功能的影响

刘

颖渊1785冤

丹参多酚酸盐联合瑞舒伐他汀治疗 2 型糖尿病合并急性脑梗死疗效观察
严胜利袁易

承办

莲袁杨丽辉袁等渊1788冤

速刺法针刺对重型颅脑损伤昏迷患者的促醒作用

重庆市中医研究院

王志杰袁刘朝晖袁彭细娟渊1791冤
电针刺激足三里穴对脓毒证患者炎症反应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协办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吴凡伟渊1794冤

针刺结合中药透药治疗中风后肩手综合征临床观察

王

栋袁倪光夏渊1797冤

喉源咳方治疗喉源性咳嗽渊风邪犯肺证冤疗效观察

刘晓静袁刘玉洁渊1800冤

针刺疗法联合中药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渊肝郁脾虚证冤患者临床疗效及对

吉泰安渊四川冤药业有限公司

外周血 5-HT尧NPY尧CGRP 的影响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王慧芹袁王振云渊1802冤

麻杏石甘汤合千金苇茎汤加味治疗重症肺炎疗效观察

安徽济人药业有限公司

徐国亮渊1805冤

季德胜蛇药片联合超激光疼痛治疗仪治疗带状疱疹急性期神经痛临床观察
广告代理

黄年平袁李学杰渊1807冤

北京纵横杏林广告有限公司

清肺定喘泻热法对呼吸机相关性重症肺炎渊痰热壅肺型冤肺功能尧中医证候积分和
炎症因子的影响

邹外龙袁刘仲楠袁周绍文渊1809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心肌梗死后心绞痛的临床观察

蔡晓盛袁潘景业渊1811冤

祛毒益气方联合美沙拉嗪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期渊脾虚湿热证冤临床观察

编辑部主任

陈

张洪雷

迪渊1813冤

麻黄附子细辛汤联合盐酸氟桂利嗪胶囊治疗偏头痛疗效观察
编辑人员

黄玉龙袁丁培杰袁马福云袁等渊1816冤

江 洪 张洪雷 安 浚

疏风解毒胶囊联合抗生素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临床疗效

王 珏 蔡雨菲 江 莎

魏

寇明星 侯 彬

兵袁周玉涛袁陈

自拟中药方治疗急性前列腺炎临床观察

玉袁等渊1818冤
孙

彦渊1820冤

黄芪注射液辅助治疗在早期高危子宫内膜癌化疗增效减毒的研究

本期

常培江袁张国英袁栾福玉渊182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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