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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补肾益髓方及其拆方对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小鼠脑和脊髓中 茁-APP和

MAP-2表达的影响 安 辰袁王永强袁师一民袁等渊565冤
益气养阴汤对放射性肺炎患者血清 C反应蛋白和相关体液免疫功能影响

张 燕袁赵 迪渊569冤
炎调方抑制 LPS诱导人肺泡上皮细胞炎症因子释放机制研究

施 荣袁王 倩袁韩 丹袁等渊572冤
野调神益智冶针刺治疗颈性眩晕的临床研究 连 清袁刘伟超袁王伟光袁等渊575冤
针灸治疗青光眼的选穴规律 曾祥新袁孙忠人袁吕晓琳袁等渊579冤
黄芪保心汤对扩张型心肌病大鼠心室重构的影响 郑 义袁张培影袁孙蓉蓉袁等渊583冤
鱼金葶颗粒对 AECOPD模型大鼠肺组织 IL-8尧TNF-琢的影响

宋欠红袁樊 睿袁苏玉杰袁等渊588冤
加减银翘散治疗手足口病临床疗效的 Meta分析 于 莹袁张 功袁黄海量袁等渊590冤
腹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呼吸肌疲劳的临床随机对照研究

关 炜袁尚 芳袁王 洋渊594冤
基于文献对病毒性脑炎用药规律研究 刘志勇袁赵丽娜袁孟 毅袁等渊598冤
连豆清脉方对 SD大鼠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预防作用及 NF-资B信号通路的影响

朱红俊袁陆 曙袁苏 伟袁等渊601冤
葶苈子水提液对内毒素致急性肺损伤大鼠肺泡域型上皮细胞水通道蛋白 5表达的影响

张朝晖袁徐小云袁瞿星光袁等渊606冤
益气养阴通络法对兔腹主动脉内膜剥脱术后内皮功能的影响

王奎英袁刘 彤袁杨 莺渊609冤
丹参酮域A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大鼠的治疗作用 梁江红袁罗蕊丽袁冷小飞渊612冤
清末民初医家野三张冶治疗脑出血学术思想探析及其影响

刘利娟袁童东昌袁周德生渊616冤
针刺夹脊穴及督脉穴对急性脊髓损伤神经传导通路影响的研究

陈荣良袁杜伟斌袁全仁夫渊61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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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和胃方对胃食管反流大鼠模型背根神经节中 TRPV1表达的影响
曹会杰袁刘春芳袁程艳梅袁等渊623冤

姜黄素对脓毒症大鼠小肠功能保护作用的研究 张 良袁王永春袁朱文娟渊627冤
·薪火传承·

叶柏教授从肺脾论治溃疡性结肠炎渊大肠湿热证冤的经验 林燕萍袁叶 柏渊630冤
赵坤教授辨治小儿难治性喘证学术思想初探 金继超袁 陈天翼渊633冤
纪文岩应用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心血管病的临床经验

刘 璐袁崔淑菲袁李瑞霞袁等渊635冤
季建敏教授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疾病经验探析 黄晶晶袁季建敏渊637冤
·证治探讨·

从野瘀阻肠角冶论治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的探析 李 颖袁吕章明袁李桃桃袁等渊640冤
基于筋骨力学平衡探讨提拉旋转斜扳治疗急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相关临床思考

范志勇袁吴 山袁李振宝袁等渊642冤
少阳病与感染性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 王博超袁王东强袁张万祥袁等渊644冤
从野肺与大肠相表里冶论泻下法在重症肺炎中的应用 常雯茜袁徐占兴渊647冤
急性酒精中毒的中医导吐及解毒治疗 程小娟袁张荣珍渊650冤
理气健脾法为主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体会 刘书红袁尹亚东渊653冤
·实验报告·

甲氨蝶呤与雷公藤多苷片联用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大鼠的治疗作用

铁 宁袁张桂芝渊655冤
·文献分析·

近 30年中药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用药规律分析
魏保沛袁胡丰良袁余 翔袁等渊658冤

·医籍研析·
从叶寓意草曳探析喻昌治痢思想 周 雯袁薛文轩袁吴承艳渊661冤
叶天士叶临证指南医案曳诊治中风特色浅析 黄淼鑫袁李雅婧袁李鑫辉袁等渊663冤
急症脐疗法的古代应用 卢承顶袁田思胜袁张永臣渊665冤
·综 述·

活血化瘀疗法治疗急性脑梗死研究概述 冯 容袁陈永斌渊668冤
中西医治疗白血病化疗后口腔溃疡临床研究进展

黄 伟袁李 芹袁周 文袁等渊672冤
急性踝关节扭伤的中医治疗进展 赵希云袁张晓刚袁宋 敏袁等渊675冤
高血压对血管性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及平肝补肾药物干预探讨

诸 虹袁王 昕袁郝纪婷袁等渊678冤
清热化痰活血方对冠心病 PCI术后炎症反应影响研究进展

张志辉袁龚少愚渊682冤
中药治疗脊髓型颈椎病的研究进展 杨 宇袁夏建龙袁陈 刚袁等渊685冤
·临床观察·

复方大承气汤联合乌司他丁治疗 ICU脓毒症患者肠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毛诗昊袁江荣林袁王灵聪渊688冤

化浊毒方治疗糖尿病并发急性脑梗死无溶栓机会患者的临床观察

张国良袁史春林袁陈建权袁等渊691冤



中国中医急症

月刊 员怨怨圆年 员园月创刊
第 25卷 第 4期渊总第 216期冤
圆园员6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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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鄢圆园员6原04

运动康复处方联合补肾活血方对急性期髋部骨折髋关节功能尧骨生物力学和
骨密度的影响 王伯华渊693冤
射频等离子体针刀联合臭氧治疗腰椎术后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贾杰海袁乔晋琳袁丁 宇袁等渊696冤
鹿瓜多肽注射液对脊柱椎体骨折康复过程中骨密度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表达的影响 冯艳琴袁姚忠红袁秦雪琴渊699冤
虫类中药对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的影响 刘继强袁刘继琴袁徐 秋渊702冤
早期肠内营养结合化瘀通腑方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观察

韦 刚袁 李海强袁李 勇渊704冤
化痰通络法联合针灸醒脑开窍法治疗急性期脑梗死的临床观察

倪浩斌袁张萃艺袁王华政渊707冤
润肺益肾饮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肺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丁 念袁卢丽君袁刘 陈袁等渊709冤
自拟活血健脾解毒方治疗冠心病并发急性肾衰竭的临床观察

王正椋袁姜玉红袁刘天易渊712冤
针刺联合委中穴放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观察

王世友袁钱海良袁章新玲袁等渊715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无排卵性功血临床观察 苏东方袁李 莉渊717冤
自拟泄热祛瘀方辅助微创血肿清除术治疗急性脑出血临床观察

高 静袁赵雨馨渊720冤
消风散联合西药治疗急性荨麻疹渊风湿证冤的临床观察 徐 洁渊722冤
丹参多酚酸盐注射液合并持续负压引流术促进小腿中下段软组织创面肉芽组织

生长的临床观察 刘 涛袁蒋振兴袁李 森渊724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盆腔炎临床观察 李小华渊726冤
痰热清注射液联合抗生素治疗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临床观察

曹丽艳袁赵维欣袁刘雪梅渊728冤
清热通痹除湿法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李振平渊730冤
头体针刺合用联合西药治疗急性缺血性脑梗死肢体功能障碍疗效观察

李师臣袁张 蕾袁窦峰诠渊732冤
自拟通腑泻热方治疗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于国强袁石绍顺袁李明飞渊734冤
应用内热针治疗肱骨外上髁炎的临床观察 陈艳红袁孙 涛袁陈 敏渊736冤
益气化痰通络方治疗急性脑梗死渊气虚痰瘀证冤56例临床观察

王京军袁阎晓悦袁崔译心渊739冤
自拟化痰清热方联合雾化吸入异丙托溴铵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

临床观察 范荣伟渊741冤
肾康注射液与血必净注射液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的疗效对比观察

陈 鹏袁陈垂海袁陈兴强渊743冤
·临证体会·

浅议祛邪反应 韩裕璧袁王甜甜袁张福利渊746冤
缪刺法结合拔罐治疗肌肉拉伤 2例 曲宪双袁刘立安袁戴淑青袁等渊748冤
·护 理·

整体护理在酒精性肝硬化患者行自体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BMSCs经肝动脉
介入移植术围术期的作用 刘梅讯袁谭 利袁龙海燕袁等渊74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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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okines release in human alveolar epithelia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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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琢 of Lung Tissue in AECOPD Rat Model
SONG Qianhong袁FAN Rui袁Su Yujie袁et al 渊588冤
Study on Medicine Law of Viral Encephalitis Based on Literature
LIU Zhiyong袁ZHAO Lina袁MENG Yi袁et al 渊598冤
Effects of Liandou Qingmai Decoction on Preventing Atherosclerosis and
Nuclear Factor Kappa B Inflammatory Signal Pathway
ZHU Hongjun袁LU Shu袁SU Wei袁et al 渊601冤
The Effect of Yiqi Yangyin Tongluo Method on Endothelial Function
after Endarterectomy of Abdominal Aorta in Rabbits
WANG Kuiying袁LIU Tong袁YANG Ying 渊609冤
The Analysis and influence on Academic Thought of Three Zhang Doctors
in Treating Cevebral Hemorrhage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LIU Lijuan袁TONG Dongchang袁ZHOU Desheng 渊61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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