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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基于对 miR-133的调控探讨丹参酮域A影响钙调神经磷酸酶介导的心肌肥厚的
作用机制 冯 俊袁李树生袁陈华文渊377冤

速效救心丸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临床疗效的 Meta分析
阮小芬袁王肖龙袁陈铁军袁等渊380冤

伏邪学说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的关系探析 孔祥聿袁黄 琳袁李海昌渊384冤
防己黄芪汤对阿霉素肾病大鼠肾组织乙酰肝素酶表达的影响

符 强袁黄亚仙袁王闻婧渊387冤
安化黑茶对高脂血症大鼠主动脉核因子-资B的影响

汤 艳袁易 健袁彭千元袁等渊390冤
活血荣络片对 AD模型小鼠 AchE和 ChAT表达的影响 李 珊袁胡 华袁周德生渊393冤
两种软骨终板细胞体外培养方法效果的比较研究 汤小康袁李 敏袁应 航袁等渊397冤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穴位注射联合针刺对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

RCBF及 CK-BB的影响 罗秀玲袁戴欣钰袁冯艳琴袁等渊400冤
自动痔疮套扎术渊RPH冤结合剪口结扎术治疗混合痔的临床研究

胡响当袁李帅军袁罗 敏袁等渊403冤
血府逐瘀汤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合并肺动脉高压患者肺部感染

控制窗的影响 倪海滨袁刘克琴袁张晓震渊405冤
黄精多糖对慢性脑缺血大鼠学习记忆及脑组织 PS-1蛋白表达的影响

王 威袁刘文博袁唐 伟袁等渊408冤
肺痈证治源流考 姜德友袁阎 闯袁曲敬来渊411冤
益气活血方的急性毒性作用及对大鼠慢性脊髓压迫后受损脊髓组织内 SOD尧

MDA含量的影响 杨 宇袁夏建龙袁陈 刚袁等渊414冤
加味银翘散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发热的随机双盲对照临床研究

马 荣袁齐文升袁杨秀捷袁等渊41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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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挖掘的穴位敷贴预防哮喘处方经穴及药物规律探析

史红丽袁刘小平袁楚佳梅袁等渊421冤
·薪火传承·

万远铁主任医师治疗中风后神志异常的思路探析 张京兰袁王 非渊426冤
裘昌林教授治疗重症肌无力的用药规律探究 蒋旭宏袁黄小民袁章正祥袁等渊428冤
宋绍亮教授应用肿节风治疗热痹的学术思想 田财军袁赵 丽渊433冤
陆灏治疗亚急性甲状腺炎的学术思想介绍 张 晟袁陆 灏渊435冤
张骠教授治疗儿童抽动障碍经验举要 王 江袁张 骠渊438冤
·证治探讨·

略论肠易激综合征的中医认识 卢友琪袁赵智强渊440冤
破格救心汤治疗急性心力衰竭的应用探析 黄延芳袁贺雅琪袁谭剑文袁等渊443冤
·医籍研析·

浅析叶伤寒论曳中下利见表证的相关方证 刘定承袁赵鸣芳袁凌 云渊445冤
·综 述·

miRNA与垂体泌乳素腺瘤相关性的中西医研究进展
祖拉叶提窑玉素甫袁张秋娟渊448冤

心力衰竭的中医药治疗优势与特色 孙龙飞袁安冬青袁郭龙龙渊452冤
温法辨治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的研究进展 陈 炜袁张念志袁韩明向渊457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研究进展 李竹英袁韩文英袁郅扶旻渊461冤
近 5年来针灸治疗中风后尿失禁临床研究概况 李 浩袁熊嘉玮渊464冤
中风中医辨证分型与客观指标关系的研究概述 王 帅袁王梓炫袁马振亮袁等渊468冤
中医药治疗梅尼埃病的研究进展 张 焕袁王玉龙袁刘秋燕袁等渊472冤
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治疗方法的研究进展 莫 伟袁许金海袁叶 洁袁等渊474冤
·临床观察·

补肾活血方联合耳穴疗法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沈佳怡袁金红婷袁徐涛涛袁等渊477冤
中药穴位贴敷佐治不稳定型心绞痛渊心血瘀阻证冤的疗效观察

张 伟袁连爱霞渊479冤
雷火灸摆阵法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急性发作期的效果观察

徐敏敏袁阳晓晴袁顾超兰袁等渊482冤
培元还五汤对缺血性脑卒中的疗效及对血清 hs-CRP和 PAPP-A水平的影响

吴丽霜袁李 琳渊484冤
瓜蒌薤白桂枝汤加减辨治急性心肌梗死合并左心衰的临床观察

端木鲁健袁杨晓雪袁古广年袁等渊487冤
青少年踝关节运动后损伤采用中医康复治疗对踝关节功能的影响

孟佳珩袁姜益常渊489冤
龙蛭通络汤治疗气虚血瘀证急性脑梗死 40例 冯 容袁张 欣袁陈永斌渊492冤
加味通窍活血汤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临床观察

王 峰袁王文星袁王学彬袁等渊494冤
痰瘀同治法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临床观察 靳宏光袁刁燕春袁王义强袁等渊497冤
自拟补肾解毒方联合激素对急性皮肤红斑狼疮中医证候积分尧免疫功能及

相关炎症因子的影响 刘启方袁李晓鹏袁陈文辉袁等渊49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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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康复功能锻炼联合针灸疗法对急性脑卒中偏瘫患者肢体运动功能和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影响 杨 妮袁杨 凯渊502冤
疏风宣肺止咳方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渊风邪犯肺证冤疗效观察

郑云霞袁陈彤君袁王兰玉渊505冤
大承气汤联合西药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观察

王 勇袁耿 燕渊507冤
中药冰棉棒穴位刺激改善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阙建兰袁边雪梅渊510冤
针刺配合隔姜灸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临床观察

宋天云袁惠 萍袁李影捷袁等渊512冤
胺碘酮联合养心汤治疗室性期前收缩的临床观察

皇甫海全袁于海睿袁孙 静渊515冤
生大黄保留灌肠对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炎症因子的影响

王齐兵袁易 芳袁彭绪东袁等渊517冤
中医辨证治疗缺血性进展性脑卒中急性期的临床观察

林晓敏袁谢乙团袁叶思文袁等渊520冤
中药佐治小儿肠系膜淋巴结炎临床观察 石来军袁赵 旸渊522冤
针刀灭活肌筋膜触发点术结合复合扳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疗效观察

韦英成袁吴肖梅袁梁晓行袁等渊525冤
电针耳穴结合中药治疗中风后抑郁症各证型临床观察

王 非袁杨 晶袁肖文华袁等渊528冤
验方参芪杀白汤联合化疗治疗急性髓细胞白血病临床观察

李 君袁王茂生袁杨淑莲袁等渊531冤
穴位注射治疗脑干梗死后呃逆 40例 姚会敏袁 张艳霞袁袁志岭袁等渊534冤
针刺联合活血补肾中药方治疗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朱 佳袁刘 静渊536冤
中医扶正培本法对急性白血病化疗患者生活质量及化疗毒性反应的影响

张志明袁佟 丽渊539冤
清胰汤联合丹参注射液及生长抑素治疗急性胰腺炎临床观察

李小东袁尚金桥袁张丹丹袁等渊542冤
针灸联合补阳还五汤加减治疗急性脑梗死临床观察 吴引萍袁郭树林渊544冤
滑膜炎汤联合红光治疗仪治疗小儿髋关节滑膜炎 55例 沙永亮渊546冤
消敏方合雷火灸辅助布地奈德吸入治疗变应性鼻炎临床观察 沈红娟渊548冤
解郁安神方辅助阿立哌唑治疗精神分裂症急性激越症状临床观察 噎噎 孙玉涛渊551冤
·临证体会·

加味参苓白术散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胃肠功能衰竭的探析

倪淑明袁冷建春渊553冤
礞石滚痰丸结合西医治疗阻塞性肺不张 金 伟袁宋 洋袁罗晓琼袁等渊555冤
肠梗阻的辨证施治 刘秀振袁石红霞渊558冤
自拟桃仁降香汤治疗冠心病的体会 朱其恩袁赵西金渊559冤
肺淋巴管平滑肌瘤病 1例 彭 爽袁胡陵静袁陈皎皎渊560冤
·护 理·

重症摔伤患者的入院前急救措施分析及评价 刘学军渊56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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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of Action of Tanshinone IIA on Attenuating the Hypertrophy
Induced by Transverse Aortic Constriction 渊TAC冤 through Calcineurin
Pathway Influenced by MiR-133
FENG Jun袁LI Shusheng袁CHEN Huawen 渊377冤
Meta-analysis of Suxiao Jiuxin Pill on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RUAN Xiaofen袁WANG Xiaolong袁CHEN Tiejun袁et al 渊380冤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ubated Diseases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KONG Xiangyu袁HUANG Lin袁LI Haichang 渊384冤
Effects of Fangji Huangqi Deco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Heparanase
Adriamycin Nephropathy
FU Qiang袁HUANG Yaxian袁WANG Wenjing 渊387冤
Influence of Dark Tea on Aortal NF-资B of Rats with Hyperlipidemia
TANG Yan袁YI Jian袁PENG Qianyuan袁et al 渊390冤
Effect of Huoxue Rongluo Tablets on the Expression of ChAT and AchE
in AD Model Mice
LI Shan袁HU Hua袁ZHOU Desheng 渊393冤
Comparison Study of Two Different Type of Collagenases忆 Digestion Efficiency
on Cartilage Endplates Culture
TANG Xiaokang袁LI Min袁YING Hang袁et al 渊397冤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of
Monosialotetrahexosylganglioside Sodium on RCBF and CK-BB of
Neonatal Hypoxic Ischemic Encephalopathy
LUO Xiuling袁DAI Xinyu袁FENG Yanqin袁et al 渊400冤
The Clin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RPH Combined
with Snip Ligation on Mixed Hemorrhoids
HU Xiangdang袁LI Shuaijun袁LUO Min袁et al 渊403冤
Effect of Xuefu Zhuyu Decoction on Pulmonary Infection Control Window
in Patients with AECOPD Complicated by Pulmonary Hypertension
NI Haibin袁LIU Keqin袁ZHANG Xiaozhen 渊405冤
The Effects of Polygona-polysaccharose on Learning and Memory and
PS-1 Protein Expression of Rats with Chronic Cerebral Hypoperfusion
WANG Wei袁LIU Wenbo袁TANG Wei袁et al 渊408冤
Investigation on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Lung Carbuncle
JIANG Deyou袁YAN Chuang袁QU Jinglai袁et al 渊411冤
The Acute Toxicity Test and Effects of Yiqi Huoxue Decoction on the Contents
of SOD and MDA in Damaged Rats忆 Spinal Cord Tissue of the Chronic Spinal
Oppression Model
YANG Yu袁XIA Jianlong袁CHEN Gang袁et al 渊414冤
A Double-blind Randomized-controlled Clinical Study院 Jiawei Yinqiao Decoction
on the Treatment of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Fever
MA Rong袁QI Wensheng袁YANG Xiujie袁et al 渊418冤
Exploration on the Rules of Meridian Points and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Preventive Treatmeat of Asthma with Point Application Based
on the Data Min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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