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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基于孕期高雄激素大鼠焦虑行为探讨多囊卵巢综合征与情志的关系

杨新鸣袁胡 敏袁彭 艳袁等渊2021冤
基于数据挖掘的 COPD稳定期中药配伍规律分析 温俊茂袁曾锐祥袁廖鹏达袁等渊2026冤
蒙医脑-白脉调控针刺对卒中后抑郁模型大鼠行为及前额叶皮质

NE尧DA尧5-HT含量影响 李学勇袁姚哈斯袁苗 美袁等渊2029冤
出土涉医简帛中的熏法应用举例 张本瑞袁张如青渊2032冤
复方红花饮对大鼠脑挫裂伤后血脑屏障通透性和 SOD尧MDA水平影响的实验研究

别晓东袁李 敏袁虞 立袁等渊2036冤
醒脑静注射液对脓毒症休克兔肠系膜微循环的影响

朱孟娜袁范开亮袁韩 宁袁等渊2039冤
刘军教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用药规律研究 梁浩东袁潘碧琦袁潘建科袁等渊2042冤
基于中医野正气冶理论对 132例不同年龄段普通登革热患者的临床特征研究

陈腾飞袁刘清泉袁刘 南渊2046冤
活血通脉胶囊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有效性及安全性的 Meta分析

于 洋袁李顺祥袁徐 卉袁等渊2049冤
黄芪注射液对糖尿病心肌病大鼠左心室功能及血清 GLP-1 水平的影响

江 红袁段滨红袁向朝峰袁等渊2052冤
缺血性中风证候要素与子午流注时辰规律的研究

祖 建袁霍 锐袁樊 艺袁等渊2055冤
窑思路与方法·

线栓法制备大鼠大脑中动脉闭塞再灌注模型的体会

李赛群袁陈钰莹袁廖 玲袁等渊2058冤
窑薪火传承·

祝光礼教授从气尧血尧水论治慢性心力衰竭经验拾粹 赵丽娟袁祝光礼渊2061冤
段亚亭运用虫类药物的临床经验探析 邓 颖袁夏 敏袁翁双燕袁等渊2063冤
张永康辨治心系疾病经验探析 乔荣跃袁廉滋鑫袁曹 方袁等渊206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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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治探讨·
从瘀热证论治脓毒血症的理论及临床研究 许国振袁许 源渊2069冤
痛风各期的中医辨证论治 何昱君袁马佳维袁孙 静渊2072冤
伏邪理论在老年患者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肺炎治疗中的意义

王 铮袁王 昱渊2075冤
外感发热中医辨治体会 黄 莉渊2078冤
·实验报告·

芪术胶囊对糖尿病肾病大鼠的影响研究 陈 曦袁赵怡蕊渊2081冤
·文献分析·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治疗变应性鼻炎药物标准化文献分析与探讨

胡奇妙袁陈温慈袁李思思袁等渊2083冤
中医药治疗痛风的 酝eta分析 李 季袁肖瑞崇袁李东书渊2086冤
中医治疗女性尿道综合征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张春雨袁邢 鹏袁周福荣袁等渊2089冤
·医籍研析·

张锡纯治肝七药在危急重症及疑难病中的运用

何伟峰袁李舒婷袁黄浩然袁等渊2092冤
·医 话·

读叶赵绍琴医学全集曳有感 付慧群渊2095冤
·综 述·

室性期前收缩的中医药治疗研究进展 袁 野袁范增光袁陈 波袁等渊2097冤
脑梗死急性期中医治疗进展 马玉玺袁张 伟袁段 峰袁等渊2100冤
外用中药制剂治疗急性软组织损伤的动物实验研究现状及进展

王 振袁张晓刚袁宋 敏袁等渊2104冤
卒中后情感障碍的中医诊疗新进展 秦菁菁袁王海荣袁赵 红渊2108冤
·临床观察·

祛痰化瘀中药联合体外反搏治疗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的临床研究

孙增建袁宫丽鸿渊2112冤
六味补气方联合常规治疗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疗效研究

张开宇袁吴同利袁刘欣欣袁等渊2115冤
川芎茶调散治疗偏头痛的疗效观察及对 茁内啡肽尧五羟色胺的影响

孙 达袁许保海渊2117冤
53例进展性脑梗死痰瘀阻络证与颈动脉斑块尧血脂及凝血功能异常的
相关性研究 黄赛忠袁严立平袁孙 杰袁等渊2120冤

芪参益气滴丸在老年心肌梗死患者中的应用 苏先华袁邓桂丽渊2123冤
耳尖刺血治疗颈部淋巴结炎临床观察 孙 颖袁荆警提袁戴 灿袁等渊2125冤
蒙医体质特性与过敏原物质属性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乌日图那顺袁布仁巴图袁金 桃渊2128冤
改良仰卧位摇腰法治疗退行性腰椎滑脱症患者的临床研究

周 杰袁刘绍凡袁姜仁建渊2131冤
康复新液防治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急性放射性口腔炎的疗效观察

阮方超袁王文敏袁林海升袁等渊2134冤
补阳还五汤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及心脏血清学指标的影响

尉建辉袁张建军袁张会平袁等渊2136冤



中国中医急症

月刊 员怨怨圆年 员园月创刊
第 25卷 第 11期渊总第 223期冤
圆园员6年 11月员5日出版

本刊为

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中医药优秀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穴光盘版雪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穴遴选雪数据库收录期刊

承 办

重庆市中医研究院

协 办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泰安渊四川冤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济人药业有限公司

广告代理

北京纵横杏林广告有限公司

编辑部主任

张洪雷

编辑人员

江 洪 张洪雷 安 浚

王 珏 蔡雨菲 江 莎

寇明星 侯 彬

本 期

责任编辑 江 莎

责任校对 王 珏

英文译校 曾 峥 蔡雨菲 侯 彬

魏 知

期刊基本参数

悦晕缘园原员员园圆 辕 砸鄢员怨怨圆鄢皂鄢员远鄢员88
鄢扎澡鄢责鄢预员园援园园鄢鄢67鄢圆园员6原11

野杂合以治冶对小儿外感高热急诊退热的疗效观察 黄 美袁芮庆林渊2139冤
祛风稳斑汤对不稳定型心绞痛渊痰瘀互结证冤hs-CRP尧Hcy尧NT-proBNP的影响

刘 佳袁冯 辉袁杨晓艳袁等渊2142冤
制风止咳汤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的疗效分析 徐萍利袁李自力渊2145冤
定眩通络汤配合中医药外治法治疗颈性眩晕临床观察 王社言袁李现林渊2147冤
金勃消蛾饮配合穴位疗法治疗小儿急性扁桃体炎的临床研究

高桂君袁金 静袁刘 娜袁等渊2150冤
清气化痰汤加减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渊痰热壅肺证冤疗效观察

贾建营袁赵海云渊2153冤
肺胀颗粒对 COPD稳定期患者血清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噎噎噎刘 煌袁王 杰渊2156冤
瓜蒌牛蒡汤加味联合西医治疗早期急性乳腺炎的疗效及预后分析

曹玉明袁樊 伟袁王 宏渊2158冤
针刺后溪尧养老穴结合腰部被动运动治疗急性腰扭伤的临床观察

敖 虹袁刘渝波袁毛 翔袁等渊2161冤
自拟行血舒筋汤外洗联合浮针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急性期临床观察

张玮琛袁龙 欢袁王 杨渊2163冤
光子治疗仪联合鱼石脂外敷治疗化学性静脉炎的临床观察

肖怀芳袁赵西位袁杨 娟袁等渊2166冤
中医特色治疗桡骨远端骨折的疗效分析 汪志炯袁严松鹤渊2168冤
疏风解毒胶囊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 IL-8和 TNF-琢的影响

王发辉袁林石宁袁吴达会袁等渊2171冤
自拟温通心肾汤佐治扩张型心肌病并胸腔积液疗效观察 梁永忠渊2173冤
白虎加桂枝汤治疗结节性红斑临床观察 温伟强袁姚启龙袁黎德育袁等渊2176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前列腺术后尿失禁的临床观察 徐 渊袁殷金龙渊2178冤
中药退黄灌肠方治疗病毒性肝炎高胆红素血症的临床观察

侯光华袁胡启江袁郝建军袁等渊2180冤
疏风解毒胶囊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发作的临床观察

边 巍袁鲁立文渊2182冤
自拟补心畅脉汤合耳穴压豆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渊气滞血瘀证冤疗效观察

许延林渊2184冤
静脉水化联合参附注射液预防 PCI术后对比剂肾病的临床观察 薛 峥渊2187冤
自拟通腑涤痰方联合微创血肿清除术治疗基底节区脑出血临床观察

李锋华渊2189冤
益肾祛瘀汤辅助塞来昔布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急性发作疗效观察

任鑫杰袁王德刚渊2191冤
应用单纯针灸疗法与琥珀酸索利那新治疗女性膀胱过度活动症的对比性研究

郭 宇袁杨兴智袁王 铀袁等渊2193冤
自拟解酮汤治疗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临床观察 于九洋袁袁少民渊2196冤
加味桃红四物汤联合介入治疗激素性股骨头坏死的临床观察

王亚忠袁李 江渊2198冤
·临证体会·

基于野土湿木郁冶治疗慢性心衰之水气满中举偶
董红彦袁杜武勋袁毛文艳袁等渊2201冤

浅谈 ICU获得性肌病中医临床诊治思路 刘文婷袁赖 芳袁张 燕袁等渊2203冤
野暖土以御寒风法冶治疗眩晕初探 张家业袁陈常富渊220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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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and
Emotion Based on the Anxiety Behavior in Prenatally Androgenized Rats
YANG Xinming袁HU Min袁PENG Yan袁et al 渊2021冤
Analysis on the Law of Compatibi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Data Mining in Stable COPD
WEN Junmao袁ZENG Ruixiang袁LIAO Pengdav袁et al 渊2026冤
Effect of Mongolian Medicine Brain-White Pulse Regulating Acupuncture on
Post-stroke Depression Model Rats Behavioral and Prefrontal Cortex NE袁DA袁
5-HT Contenton
LI Xueyong袁YAO Hasi袁MIAO Mei袁et al 渊2029冤
Examples of Fumigation Method in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of Bamboo Slips
and Silk Manuscripts
ZHANG Benrui袁ZHANG Ruqing 渊2032冤
Effect of the Compound of Safflower Drink on the Level of BBB Permeability袁
SOD and MDA in Rats after Brain Contusion
BIE Xiaodong袁LI Min袁YU Li袁et al 渊2036冤
Effects of Xingnaojing Injection on the Mesenteric Microcirculation of Rabbits
with Septic Shock
ZHU Mengna袁FAN Kailiang袁HAN Ning袁et al 渊2039冤
Study on the Component Principle of Professor Liu Jun忆s Prescriptions for
Treating Lumbar Disc Herniation
LIANG Haodong袁PAN Biqi袁PAN Jianke袁et al 渊2042冤
A Clinical Research on 132 Cases of Dengue Fever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Ag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Vital Qi
CHEN Tengfei袁LIU Qingquan袁LIU Nan 渊2046冤
Meta-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Huoxue Tongmai Capsule i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Unstable Angina
YU Yang袁LI Shunxiang袁XU Hui袁et al 渊2049冤
The Effect of Astragalus Injection on the Left Ventricular Function and
Plasma Levels of Glp-1 in Rats with Type 2 Diabetic Cardiomyopathy
JIANG Hong袁DUAN Binhong袁XIANG Chaofeng袁et al 渊2052冤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yndrome Element and the
Temporal Rhythm of Midnight-noon Ebb-flow in Patients of Ischemic Stroke
ZU Jian袁HUO Rui袁FAN Yi袁et al 渊2055冤
Experience on Preparing the Model of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and Reperfusion in Rats by Thread Embolism Method
LI Saiqun袁CHEN Yuying袁LIAO Ling袁et al 渊2058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