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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生芎配伍方对脑缺血性损伤大鼠的抗栓纤溶作用 万浩芳袁万海同袁韩 进袁等渊1冤
肾脑复元汤联合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对 MCAO大鼠神经功能恢复及

VEGF表达的影响 胡国恒袁侯小花袁李映辰袁等渊4冤
通腑清胰汤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临床研究 甄 威袁许 多袁姜春梅袁等渊8冤
温阳平喘颗粒对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尧诱导痰嗜酸性粒细胞尧嗜酸性细胞阳离子蛋白

渊ECP冤尧ACT评分的影响研究 师 勇袁刘 洋袁郑彩霞袁等渊10冤
冠心平对麻醉犬冠脉结扎所致急性心肌缺血的影响 噎噎 李 芳袁杨成流袁李卓琼袁等渊14冤
复方薤白胶囊对肺源性脓毒症痰瘀闭阻证脱机时间的影响 奚肇庆袁林 浩渊17冤
益气清热化湿法治疗脓毒症胃肠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王珊珊袁 赵 浩袁孔 立袁等渊20冤
益气利水法治疗急性充血性心力衰竭临床观察 谢勇庆袁温美珍渊22冤
臭氧射频消融小针刀松解三联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应用研究

李绍军袁谯智泉袁戚秩铭渊25冤
清热凉血中药联合激素治疗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渊热毒炽盛证冤临床观察

牟宗玲袁关徐涛袁左新华袁等渊28冤
脓毒症渊风温病窑邪陷肺卫证冤中西医诊治方案研究

孙芳园袁钱风华袁杨豪杰袁等渊31冤
532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中医证候学研究 许李娜袁张念志渊34冤
冠心病患者中医体质类型及其与尿微量白蛋白关系的研究 噎噎噎噎 滕 涛袁王 健渊37冤
益气活血方抗炎镇痛作用的实验研究 杨 宇袁夏建龙袁陈 刚袁等渊39冤
柴胡三参胶囊对缺血性心律失常大鼠钠通道稳态失活及再恢复的影响

盛 望袁刘 侃袁王瑾茜袁等渊42冤
调心方对阿尔茨海默病模型鼠学习记忆能力及 p62表达水平的影响

邢三丽袁申定珠袁陈 川袁等渊45冤
电颈针干预对急性脑出血大鼠脑组织水通道蛋白 4表达及脑含水量的影响

王 茜袁唐美霞袁郑淑美袁等渊4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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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中医康复卒中单元冶医疗模式的疗效观察 赵超蓉袁郑超英袁黄 旭袁等渊51冤
益气养阴不同方药治疗快速性室性早搏气阴两虚证的系统评价

王 凤袁徐华英袁杜文婷袁等渊54冤
术砂豆仁汤对 UC模型大鼠血清 IL-6尧IL-10尧TNF-琢水平的影响

白建民袁时伟峰袁时伟红袁等渊58冤
胡黄连苷域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流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对 AQP4尧MMP-9表达的影响

陈红兵袁刘一民袁赵 磊渊60冤
人参皂苷对波动性高糖大鼠氧化应激及血管病变的影响

金若晨袁黄 琦渊64冤
腹针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呼吸肌疲劳模型大鼠作用研究

关 炜袁郭 娜袁尚 芳渊68冤
·薪火传承·

刘玉洁教授治疗冠心病介入术后伴抑郁症经验 李凤娥袁王 颖袁戴 玉袁等渊72冤
高玉瑃教授治疗小儿咳嗽经验介绍 梁 燕袁李艳红袁邢 潇袁等渊76冤
·证治探讨·

野邪气恶血住留冶是中风病痉挛性瘫痪关键病因病机的探讨

奚马利袁杨 路袁詹珠莲袁等渊80冤
重症医学救治中使用中医中药原则和方法 刘 新袁何岳珍袁沈世林袁等渊84冤
从野动-定序贯冶学术思想谈中风病病机证候及组方研究

高 洁袁陶文强袁唐 军袁等渊87冤
·实验报告·

大承气汤对脓毒症小鼠肺血管通透性影响 胡星星袁倪海滨袁刘克琴袁等渊89冤
·文献分析·

浅谈心肾综合征的中医认识与治疗 杨 正袁于文明渊92冤
·医籍研析·

浅析叶伤寒论曳下利病证治中去用大黄尧芍药问题 刘定承袁赵鸣芳袁凌 云渊94冤
妇科急症崩漏的中医辨治特色 张海英袁施艳秋渊96冤
·综 述·

脾虚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研究进展 刘 玉袁陈 慧渊99冤
类风湿关节炎相关间质性肺疾病的诊治研究进展 杨晓燕袁沈 杰渊102冤
负压创面治疗技术在肛周脓肿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裴景慧袁王 琛渊106冤
酒精中毒的中医药治疗最新研究进展 胡高文袁张荣珍袁黄 昊渊110冤
承气汤类方在急危重症的临床运用 樊耀华袁陈 思袁温俊茂渊114冤
·临床观察·

中药外湿敷预防静脉炎的疗效观察 王艳芳袁刘彩霞袁韩利清渊118冤
中药外敷治疗膝关节骨关节炎临床观察 杨 利袁魏 蓉袁魏 云渊120冤
自拟固本养脏汤干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肺动脉高压的临床观察

李 炜袁吕志超袁刘晓静袁等渊122冤
中医辨证分期联合西医常规治疗股骨粗隆间骨折的临床观察噎噎噎噎噎应伟奡渊124冤
运动疗法联合音频电疗法治疗乳腺癌术后上肢淋巴水肿的临床研究

张玉卫袁杨瑞东渊12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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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乐正骨配合撬拨复位髓内针固定治疗儿童不稳定尺桡骨骨折临床观察

夏玉礼袁马长生袁苏 驰袁等渊130冤
凉血散瘀汤联合小牛血清去蛋白治疗脑出血急性期临床观察

朱建军袁倪 慧渊133冤
参附注射液对感染性休克早期微循环的影响 噎噎噎乔宋璇袁卓道勤袁张丹阳袁等渊135冤
疏肝解郁汤联合耳穴刺激治疗 ICU综合征临床观察

许 慧袁曾 利袁肖 葵袁等渊137冤
穴位电刺激对骨科围手术期渊气滞血瘀证冤患者血液流变学及凝血指标的影响

徐金海袁马长山袁潘长鸣渊139冤
葛根素注射液联合依达拉奉治疗脑梗死急性期临床观察

张晓雪袁程文静袁张 磊渊142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渊气滞血瘀证冤疗效观察

李可文袁郑勇文袁陈世新袁等渊145冤
五参口服液对糖尿病心肌病患者内皮功能受损及非对称性二甲基精氨酸水平的

影响 肖凤英袁崔金涛袁贺 劲袁等渊147冤
通补兼施法治疗高血压早期肾损害疗效观察 宋晓龙袁宋 俊袁潘仁友袁等渊150冤
通络熄风方联合依达拉奉治疗糖尿病合并急性脑卒中临床观察 蔡天进渊152冤
灸肩髃穴法治疗牙痛临床观察 时建华袁李雪青渊155冤
参附注射液影响 ICU休克患者转归的临床观察噎噎 张 瑶袁崔轮盟袁孙莹莹袁等渊157冤
补肾活血通络方治疗原发性膝骨性关节炎急性发作的临床观察 苏 睿渊159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胆源性胰腺炎的临床观察 周一鸣渊161冤
桃红四物汤加减治疗妇科术后发热的临床观察 李小华渊163冤
黄连温胆汤加味配合针刺治疗脑卒中后轻度认知障碍的临床观察

姜 磊袁邱厚道袁潘德祥袁等渊165冤
结合胸锁乳突肌部位的推拿治疗急性期颈型颈椎病的临床观察 崔征宇渊167冤
不同剂量参附注射液对髋关节置换术后下肢深静脉栓塞的治疗评价

戚振红袁邱华耀袁陈家鑫袁等渊169冤
中风先兆证患者内风与纤维蛋白原尧血脂及高敏 C反应蛋白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董致郅袁谢春荣袁齐锡友袁等渊171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的临床观察 谢佳颖袁王 冰渊174冤
·临证体会·

桂枝二陈汤治疗妊娠寒咳的体会 潘佳蕾袁苏文武袁肖丽文渊176冤
中医药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体会 李玉花袁陈 楠渊178冤
刺络放血法治疗急症验案举隅 于楠楠袁孙忠人渊17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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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散加减治疗外感发热的体会 冯学武袁朱 宝袁宋瑞平渊18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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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色彩学分析结合合理情绪疗法在老年心血管病患者心理护理中的效果评价

欧阳新慧渊184冤
中药离子导入及护理干预对高尿酸血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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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hennao Fuyuan Tang Combined with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n the Recove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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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Tongfu Qingyi Tang on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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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 Yong袁LIU Yang袁ZHENG Caixia袁et al 渊10冤
Effect of Guanxinping on Anesthetic Dog with Acute Myocard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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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in Sepsis Type of Dampness and Heat in Spleen
WANG Shanshan袁ZHAO Hao袁KONG Li袁et al 渊20冤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Yiqi Lishu Method in Acute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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