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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中医证候及其症状分布特征的研究

邓 冬袁赵慧辉袁陈 静袁等渊1269冤
丹参酮域A对脓毒症大鼠心肌细胞高迁移率族蛋白-1尧肿瘤坏死因子-琢表达的
影响及机制 汪德坤袁魏汉维袁彭 戬渊1272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有机磷中毒的 Meta分析 张春芳袁纪德凤渊1274冤
大剂量甘草组方治疗风痰阻肺型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的临床研究

胡伟林袁赵珊珊袁涂明利袁等渊1278冤
侧脑室注射丹参酮对脑瘫模型大鼠神经行为学的影响

刘清忠袁王大斌袁韩丽梅袁等渊1281冤
温里散寒方药治疗咽喉肿痛的咽喉局部适应症探究

刘靖薇袁管桦桦袁欧阳慧欣袁等渊1285冤
活血通络解毒方对脑缺血Wistar大鼠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艾宗耀袁易燕锋袁肖梅红袁等渊1288冤
冬虫夏草菌粉对肾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 Klotho基因和免疫调节的影响

李 莉袁杨 敏袁何华琼袁等渊1290冤
电针对 MCAO大鼠学习记忆功能及海马 CA1区 IL-6尧COX-2表达的影响

彭洪卫袁俞坤强袁李晓洁袁等渊1293冤
脉平片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有效性及安全性的 Meta分析

闫薇薇袁徐 卉袁秦 玲袁等渊1298冤
电针足三里穴对大鼠小肠缺血再灌注损伤后肠黏膜屏障修复的影响

耿艳霞袁陈 栋袁鲁 俊袁等渊1300冤
加味生脉补心丹对冠心病气虚血瘀证大鼠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

潘继兴袁邓文祥袁曾 光袁等渊1303冤
·薪火传承·

史锁芳教授辨治胸闷变异性哮喘经验采撷 王灵甫袁史锁芳渊1307冤
温成平教授疏郁解毒祛瘀法治疗多腺体综合征 方檬丹袁温成平渊1309冤
王毅刚野把握神机冶的针灸临床行为模式 乔秀兰袁李 梦袁王毅刚渊131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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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治探讨·
345例登革热中医证候学特征及病因病机分析 刘领弟袁刘 娇袁林路平袁等渊1316冤
初治继发性肺结核中医证型客观化研究 蒋菁蓉袁高崇勇袁张天洪袁等渊1319冤
脓毒症中西医结合的临床困惑与思考 奚小土袁曾瑞峰袁丁邦晗袁等渊1323冤
气机失调所致头痛的脉象特征 徐飞霞袁滕 晶袁齐向华渊1326冤
从野肺失治节冶论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叶 烨袁周仙仕袁王伟荣渊1328冤
·医籍研析·

解析吴鞠通三焦辨证在温热性温病中的临床意义噎噎 孙世辉袁张苗苗袁吴智兵渊1331冤
·实验报告·

电针联合穴位注射单唾液酸四已糖神经节苷脂钠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
保护作用 黄 萍袁郭俐宏袁陈少秀渊1335冤
·综 述·

中医特色疗法在急性颈椎间盘突出症中的应用研究

朱 宝袁赵继荣袁赵道洲袁等渊1339冤
心房颤动的中医研究进展 田晓婕袁顾 宁渊1342冤
中医对登革热的研究进展 陈腾飞袁刘清泉渊1345冤
中药用于混合痔术后研究进展 彭军良袁姚向阳袁张 华袁等渊1348冤
活血通络论治高血压肾病的研究进展 靳晓华袁檀金川渊1350冤
中医特色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临床研究概况

高 萌袁尹明新,柯剑林渊1353冤
中西医诊治 H型高血压的研究进展 周 翔袁熊秀林袁顾 宁渊1357冤
·临床观察·

参芪复瘫汤联合平衡舒筋手法治疗中风后手痉挛的临床观察

李先进袁王瑾茜渊1361冤
补肾利咽饮治疗卒中后假性延髓麻痹渊肾虚血瘀痰阻证冤吞咽障碍 30例临床研究

王小亮袁侯 斌袁姜远飞袁等渊1364冤
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脓毒症胃肠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张飞虎袁孙雨菡袁孔 立袁等渊1367冤
益气活血法配合尿激酶对急性脑梗死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清 TNF-琢表达影响

张有成袁康鸿雁渊1369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期 Hunt综合征临床效果观察及评价

杨 丽袁李 鑫袁刘昌佳袁等渊1372冤
清解透表汤联合针刺治疗小儿手足口病的疗效观察

陈冬梅袁田庆玲袁张 双袁等渊1375冤
中药联合针灸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肺部感染临床观察

桂树虹袁黄东勉袁李俊驹袁等渊1378冤
自拟心绞方联合西药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渊痰瘀互结气滞证冤临床观察

郭英丽渊1380冤
压敏点恢刺法治疗颈源性头痛的临床疗效分析

谢宇锋袁陈 赟袁吴云天袁等渊1383冤
经皮穴位电刺激治疗脊髓损伤膀胱功能障碍疗效观察

颜 玲袁陈月娥袁禤天航袁等渊1386冤
针刀治疗枕下肌肌筋膜疼痛综合征临床观察 徐小柳袁李殿宁袁周建斌袁等渊1389冤



中国中医急症

月刊 员怨怨圆年 员园月创刊
第 25卷 第 7期渊总第 219期冤
圆园员6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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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鄢圆园员6原07

麻杏石甘汤渊农本方冤合穴位贴敷治疗小儿外感咳嗽的临床研究
刘相朝袁姜 攀袁莫 大袁等渊1392冤

自拟补气解毒方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观察 马珍妮袁杨益铁渊1394冤
枕六穴穴位注射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临床研究 胡 晔袁高志成袁张红星渊1397冤
白虎汤加减对火热型急性脑梗死患者炎症因子影响及疗效观察

刘绛云袁胡星星渊1399冤
纤维支气管镜灌洗中药治疗支气管扩张症并感染的临床研究

黄 娜袁何 杰袁王春茂袁等渊1401冤
宣白承气汤联合西药治疗急性肺炎疗效观察 刘丽华袁缪亚琴渊1404冤
高乌甲素穴位注射治疗稳定性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急性期疼痛临床观察

赵 军渊1406冤
柴胡白虎汤加减治疗儿童重症肺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马爱萍渊1408冤
冠心病患者应用针刺疗法对临床治疗即时效果的影响观察

陈金友袁高 越袁王晓楠渊1410冤
健脾益气养阴方治疗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临床观察 朱 琳渊1412冤
自拟活血益气通脉饮用于急性心肌梗死冠脉介入治疗的临床观察

王 星袁陈康寅袁贾忠伟袁等渊1415冤
自拟清气凉营汤鼻饲联合抗生素治疗急诊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渊气营两燔证冤的
临床疗效 邹外龙袁周绍文袁刘仲楠渊1418冤
身痛逐瘀汤配合神经阻滞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临床疗效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李 娜渊1420冤
特定穴位刮痧疗法治疗外感头痛疗效观察 胡书凤袁冯金星渊1423冤
鼻内镜下电凝止血联合中药吹鼻治疗隐匿区鼻出血临床观察

吴俊慧袁任全伟袁雷 霞渊1425冤
祛痰瘀清热方治疗脑梗死急性期渊痰热瘀滞证冤的临床观察

李志君袁邵宏敏袁张东东袁等渊1428冤
疏风解毒胶囊外泡内服治疗肠道病毒 71型小儿手足口病疗效观察

李裕昌袁吕 波袁吴赞开袁等渊1430冤
自拟益气活血汤对肺心病合并右心衰血脂尧血液流变学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杨 波袁寇 媛渊1432冤
痰热清注射液不同给药途径治疗 AECOPD疗效对比分析 关瑞宁渊1435冤
痰热清注射液治疗 2型登革热疗效观察 曾培灿袁陈树鑫袁孙光裕渊1437冤
自拟平胰灌肠汤剂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疗效观察

许 远袁叶 兵袁朱少俊渊1439冤
补脾益气散联合西药治疗小儿秋季腹泻疗效观察 李 娜袁张小明渊1441冤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联合西药治疗急性支气管炎临床疗效及对炎症因子

水平的影响 邱泽安袁姚 骏渊1443冤
无创正压通气联合参附注射液治疗急性心力衰竭的疗效观察

李 莉袁赵云燕袁戚淑娟袁等渊1445冤
半夏厚朴汤加减治疗卒中相关性肺炎的临床观察 郭 欢渊1447冤
参附注射液安全性在真实世界研究的探索 赵炳祥 田大力渊1450冤
·临证体会·

浅谈叶金匮要略曳半夏麻黄丸法治疗心悸 王丽杰袁刘 梅渊1452冤
·护 理·

中西医护理结合骨科损伤控制理论在严重骨盆骨折患者中的运用

王春梅袁王 倩渊145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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