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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茯苓杏仁甘草汤合橘枳姜汤对异丙肾上腺素致急性心肌缺血大鼠的保护作用研究

陈新宇袁姜 玲袁张世鹰袁等渊753冤
四神丸对脾肾阳虚泄泻模型大鼠实验研究 蔺晓源袁邓 娜袁李 霞袁等渊756冤
积雪草对高糖诱导的大鼠 NRK-52E细胞 CTGF和 FN表达的影响

康 宁袁李 强袁桑 锋袁等渊759冤
固本防哮饮对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 1及哮喘易感基因 ORMDL3的影响

董盈妹袁王爱华袁陆 远袁等渊762冤
丹参酮域A对病毒性心肌炎小鼠血清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王德坤袁魏汉维袁彭 戬渊766冤
基于 TGF-茁-MAPK信号通路探讨狼疮定对 SLE的治疗作用

徐晨婷袁李海昌袁谢志军袁等渊769冤
清开灵注射液治疗急性中风的系统评价和 Meta分析

孙良明袁程发峰袁王雪茜袁等渊772冤
中药治疗寒性哮喘的 Meta分析 刘璐佳袁曲婉莹袁谭杰军袁等渊777冤
急性酒精中毒的中医辨证分型探讨 黄 昊袁张荣珍渊782冤
产后腹痛古今名医经典案例用药特色对比分析 朱建光袁王亚丽袁李文林袁等渊784冤
通降和胃方对胃食管反流性咳嗽豚鼠呼吸道组织学形态的影响

刘春芳袁曹会杰袁程艳梅袁等渊788冤
电针配合威灵仙关节腔内注射对大鼠膝骨关节炎 MMPs及 HA的影响

孙建琴袁陈红英袁姚忠红袁等渊791冤
黄芪甲苷对Wnt/茁-catenin信号通路活化的人滑膜细胞和人软骨细胞共培养体系

MMP-7尧CTX-域尧COMP的调控作用 王德刚袁许传勇袁姜玉祥袁等渊795冤
黄芪甲苷对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氧化应激的影响 杨 龙袁韩 冬渊79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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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参多酚酸盐保护家兔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研究

章春艳 曹 政 凡孝琴袁等渊804冤
麻黄细辛附子汤及其药物治疗阴证咽喉肿痛的适应证研究

何嘉慧袁管桦桦袁胡碧霞袁等渊808冤
小儿喘宝辅助控制儿童支气管哮喘外寒内热证临床研究

黄 莉袁刘桂英袁李 明渊812冤
·思路与方法·

哮喘动物模型建立的思考与体会 谭杰军袁王甜甜袁刘志伟渊816冤
·薪火传承·

陈新宇教授野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冶理论应用举隅

王笑莹袁张世鹰袁舒 华袁等渊819冤
何庆勇副教授应用薏苡附子散治疗胸痹心痛的思想初探

杨 韬袁钟小雪袁何庆勇渊821冤
钟坚主任医师论治冠心病特色探析 许宝才袁毛志远袁陈 伟渊823冤
张福利教授舌诊远程诊疗经验 韩裕璧袁张福利渊826冤
梁君昭教授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经验 姜 浩袁马丽君袁杨 文袁等渊829冤
叶柏教授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经验辑要 刘 宏袁叶 柏渊831冤
·文献分析·

血必净注射液治疗脓毒性休克的系统评价 李国政袁肖 扬袁朱家旺袁等渊834冤
中医防治化疗相关性腹泻的临床文献质量评价 丁 铌袁齐元富渊839冤
·实验报告·

排石冲剂对高龄肾结石大鼠 TGF-茁1 尧KIM-1表达的影响噎噎 罗俊华袁魏金霞渊842冤
星蒌承气汤对缺血性中风大鼠自由基代谢及脑水肿的影响

周喜燕袁李 彬袁吕以静袁等渊846冤
针刺联合星蒌承气汤对脑卒中大鼠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于海燕袁徐凤超袁朱 薇袁等渊849冤
·医籍研析·

以方证相对论指导桂枝汤类方的运用 司振阳渊852冤
·综 述·

小儿哮喘中医复方研究的现状及与药物遗传学的相关性探讨

张晓华袁赵 霞渊854冤
急性狼疮性肺炎的治疗概述 谭 婷袁何 英渊858冤
传统中医外治法治疗丹毒的临床研究近况 陈奎铭袁王小平袁蔡惠群袁等渊860冤
中医药干预扩张型心肌病合并心力衰竭心肌细胞凋亡调控通路研究进展

陆晓濛袁陆 曙渊864冤
·临床观察·

养心氏片干预冠心病心衰的临床观察 顾嘉霖袁叶 康袁王肖龙袁等渊868冤
亚洲型股骨近端抗旋髓内钉渊PFNA-域冤微创手术结合中药治伤 1号方治疗
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的临床观察 汪志炯袁胡 钢袁严松鹤渊871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外感高热的疗效观察 彭 丰袁何梅玲渊87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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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活血方治疗颈后路术后轴性痛的临床观察 周陈西袁夏建龙渊876冤
葶苈大枣泻肺汤加减治疗肺挫伤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临床观察

于克静渊878冤
龙胆泻肝汤加减联合西药治疗急性湿疹渊湿热内蕴证冤的临床观察 朱相贡渊881冤
当归补血汤治疗老年粗隆间骨折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术后隐性失血的临床观察

张冠英渊883冤
丹卿方熏洗坐浴治疗混合痔术后并发症的临床研究

赵学理袁春 燕袁杨伟朋袁等渊886冤
疏风化痰方对咳嗽变异性哮喘外周血白三烯 C4尧EOS及 IgE的影响

胡伟林袁赵珊珊袁涂明利袁等渊889冤
中医辨证论治膀胱癌晚期急性出血 76例临床观察

王 东袁尹国君袁董庆普袁等渊892冤
中药保留灌肠治疗儿童支气管肺炎临床观察 郑淑丹袁屈剑飞渊894冤
微创保胆取石术联合中药胆道排石汤治疗胆囊结石临床观察 姚本来渊897冤
真武汤加味治疗肺源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的临床研究

陶毅强袁李伟林袁张君利袁等渊900冤
活血解毒法综合治疗带状疱疹临床观察 彭文波袁霍清萍渊902冤
不同频率电针对脑梗死恢复期患者神经功能的影响

黄卫玲袁谭 峰袁程南方渊905冤
宫廷正骨特色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王 琪袁张艳芝袁孙 实袁等渊907冤
基于肝病实脾理论研究健脾运脾法对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营养状态的影响

丁 沛袁罗宏伟袁徐玉玲袁等渊910冤
深刺夹脊穴结合等电势电针围刺治疗带状疱疹神经后遗痛的临床观察

姜丽芳袁顾一煌渊913冤
自拟接骨化瘀散熏洗与闭合复位配合外固定治疗桡骨远端骨折的临床观察

杨建军渊915冤
补肾泄毒法治疗尿毒症并发急性左心衰临床观察 吕金秀袁李 丽袁郭金龙渊918冤
益气祛风尧宣痹化饮方治疗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史锁芳袁王德钧袁杨继兵袁等渊921冤
提拉旋转斜扳法结合侧隐窝注射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观察

韦英成袁吴肖梅袁梁晓行袁等渊924冤
针药结合治疗寒湿证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观察 曹 越袁章 薇渊928冤
祛湿泄热方合穴位针刺联合双氯芬酸二乙胺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邓迎杰袁李雷疆袁向文远袁等渊930冤
伤科止痛膏治疗急性踝扭伤的临床观察 陆 苇袁王 强渊932冤
稳心降糖合剂治疗糖尿病性心脏自主神经病变临床观察 陈 巍渊934冤
疏风解毒胶囊联合西咪替丁治疗小儿流行性腮腺炎的临床观察

陈 宏袁苏玉明袁祝金华渊937冤
·临证体会·

脓毒症中野瘀热冶病机探析 杨 洁袁胡云霞袁白 宇渊939冤



酝燥灶贼澡造赠 耘泽贼葬遭造蚤泽澡藻凿 蚤灶 韵糟贼燥遭藻则 员怨怨圆 灾燥造怎皂藻 25 晕怎皂遭藻则 5 May 员缘袁圆园员6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耘酝耘砸郧耘晕悦再 陨晕 栽砸粤阅陨栽陨韵晕粤蕴
悦匀陨晕耘杂耘 酝耘阅陨悦陨晕耘

砸藻泽责燥灶泽蚤遭造藻 韵则早葬灶蚤扎葬贼蚤燥灶
杂贼葬贼藻 粤凿皂蚤灶蚤泽贼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杂责燥灶泽燥则泽
悦澡蚤灶葬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燥枣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葬灶凿 孕澡葬则皂葬糟赠
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 粤糟葬凿藻皂赠 燥枣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耘凿蚤贼蚤灶早
耘凿蚤贼燥则蚤葬造 月燥葬则凿 燥枣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耘皂藻则早藻灶糟赠
蚤灶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远袁孕葬灶曾蚤 晕燥援苑 月则葬灶糟澡 砸燥葬凿熏
允蚤葬灶早遭藻蚤 阅蚤泽贼则蚤糟贼袁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袁源园园园圆员
栽藻造押园圆猿原远苑园远源员圆愿 远猿缘圆员猿怨园

云葬曾押园圆猿原远猿缘圆员猿怨猿
耘皂葬蚤造押扎早扎赠躁扎yx岳126.com

孕则蚤灶贼蚤灶早
Chongqing Kaiyuan Printing Co.袁Ltd.

阅蚤泽贼则蚤遭怎贼燥则
阅燥皂藻泽贼蚤糟院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 孕燥泽贼 韵枣枣蚤糟藻
韵增藻则泽藻葬泽院悦澡蚤灶葬 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月燥燥噪

栽则葬凿蚤灶早 悦燥则责燥则葬贼蚤燥灶
孕援韵援 月燥曾 猿怨怨袁月藻蚤躁蚤灶早袁悦澡蚤灶葬
悦燥凿藻 晕燥援酝员圆远远

酝葬蚤造原韵则凿藻则
耘凿蚤贼燥则蚤葬造 月燥葬则凿 燥枣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耘皂藻则早藻灶糟赠
蚤灶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远袁孕葬灶曾蚤 晕燥援苑 月则葬灶糟澡 砸燥葬凿熏
允蚤葬灶早遭藻蚤 阅蚤泽贼则蚤糟贼熏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熏源园园园圆员
栽藻造押园圆猿原远猿缘圆员猿怨猿

悦杂杂晕
陨杂杂晕 员园园源原苑源缘载

悦晕 缘园原员员园圆 辕 砸

悦韵晕栽耘晕栽杂 陨晕 月砸陨耘云

The Antioxidant Protection Research on Combined Fuling Xingren Gancao Tang
and Juzhijiang Tang on Rats with Isoprenaline Leading Acute Myocardial Ischemia
CHEN Xinyu袁JIANG Ling袁ZHANG Shiying 渊753冤
Experimental Study of Sishenwan on Model Rats with Diarrhea of
Asdthenic Splenonephro-yang
LIN Xiaoyuan袁DENG Na袁LI Xia袁et al 渊756冤
Effect of Centella Asiatica on Expression of 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
and Fibronectin in NRK52E Cells Stimulated by High Glucose
KANG Ning袁LI Qiang袁SANG Feng袁et al 渊759冤
Influence of Guben Fangxiao Decoction on Expressions of STAT1 and
Asthma Susceptibility Gene ORMDL3 in Vitro
DONG Yingmei袁WANG Aihua袁LU Yuan袁et al 渊762冤
Effect of Sodium Tanshinone 域A Sulfonate on TNF-琢 and IL-6 in
Mice with Coxsackie B3 Viral Myocarditis
WANG Dekun袁WEI Hanwei袁PENG Jian 渊766冤
Discussion 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Langchuangding Decoction on
SLE Based on TGF-beta-MAPK Signaling Pathway
XU Chenting袁LI Haichang袁XIE Zhijun袁et al 渊769冤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Qingkailing Injection on Acute Stroke
SUN Liangming袁CHENG Fafeng袁WANG Xueqian袁et al 渊772冤
A Meta-analysis院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n Cold Type Asthma
LIU Lujia袁QU Wanying袁TAN Jiejun袁et al 渊777冤
Discussion on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Acute Alcohol Intoxication
HUANG Hao袁ZHANG Rongzhen 渊782冤
Study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Rules of Abdominal Pain after
Abortion Based on Data Analysis of Ancient and Modern Medical Records
ZHU Jianguang袁WANG Yali 袁LI Wenlin 渊784冤
Effect of Tongjiang Hewei Decoction on Hist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irway in Guinea Pigs with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Induced Cough LIU Chun鄄
fang袁CAO Huijie袁CHENG Yanmei袁et al 渊788冤
Experimental Study on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Weilingxian
Intra-articular Injection on MMPs and HA in Rats with Knee Osteoarthritis
SUN Jianqin袁CHEN Hongying袁YAO Zhonghong袁et al 渊791冤
Effect of Astragaloside 郁 on MMP-7袁CTX-域袁COMP of Co-culture System
of Chondrocytes and Human Synovial Cells Mediated
by Wnt/茁-catenin Signal Pathway
WANG Degang袁XU Chuanyong袁JIANG Yuxiang袁et al 渊795冤
The Effects of Astragalosides on Oxidative Stress in Rats with
Focal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YANG Long袁HAN Dong 渊799冤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Salvia Miltiorrhiza in Protecting Myocardial
Ischemia and Reperfusion Injury in Rabbits
ZHANG Chunyan袁CAO Zheng袁FAN Xiaoqin袁et al 渊804冤
Exploration on the Indications of Mahuang Xixin Fuzi Decoction for Sore Throat
with Yin Syndrome HE Jiahui袁GUAN Huahua袁HU Bixia袁et al 渊808冤
Clinical Research of Xiaoer Chuanbao on Bronchial Asthma in Children HUANG
Li袁LIU Guiyin袁LIU Ming 渊812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