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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虫草益肾颗粒对高糖培养下人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和 CAT尧MDA表达水平的影响

宋立群袁刘 爽袁宋业旭袁等渊1833冤
加减黄连温胆汤治疗代谢综合征渊痰湿蕴结证冤的临床研究

刘洪双袁刘 莉袁 隋艳波渊1837冤
甘露消毒丹对感染肠道病毒 71型细胞 miRNA-155表达的影响

何宜荣袁贺又舜袁曹 蓉袁等渊1840冤
丹参酮域A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后细胞凋亡的机制研究

韩 平袁冯 俊袁陈华文渊1844冤
应用数据挖掘技术研究韩明向辨治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用药规律

陈 炜袁张念志袁韩 辉渊1847冤
电针百会尧神庭穴对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学习记忆功能及
嘌呤受体 P2X7表达的影响 游小芳袁黄 佳袁林晓敏袁等渊1851冤
复方竹叶石膏颗粒对急性放射性食管损伤家兔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

王丽娟袁路军章袁李明伟袁等渊1855冤
基于数据挖掘的流行性乙型脑炎恢复期中医用药规律研究

王一战袁王玉贤袁苏 芮袁等渊1859冤
冠心舒通胶囊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有效性及安全性的 Meta分析

隋竞仪袁徐 卉袁秦 玲袁等渊1863冤
内热针联合臭氧穴位注射介入治疗家兔膝骨关节炎的实验研究

李 敏袁袁桂平渊1866冤
丹参酮域A对重症胰腺炎肺损伤大鼠的保护作用研究

吴燕丽袁龚 静袁刘 芳渊1870冤
三虫半夏白术天麻汤对偏头痛大鼠脑组织 5-HT1B/1D受体表达影响的实验研究

陈少玫袁韦启志袁奚胜艳袁等渊1874冤
刘豨逍遥五苓汤对肝纤维化大鼠病理组织学及超微结构的影响

姜一鸣袁姜学连袁刘新军袁等渊187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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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药灸条治疗无先兆性偏头痛的临床研究 苟春雁袁李 梦袁廖焦鲁袁等渊1881冤
窑薪火传承·

浅探西岐名医张文焕先生治疗小儿腹痛经验 孙宇博袁宋虎杰袁冯涛珍袁等渊1884冤
颜乾麟教授从调补宗气法治疗原发性肺动脉高压经验

刘 珺袁王 博袁颜琼枝袁等渊1886冤
向希雄教授治疗儿科肺系疾病中药药对应用经验 危艳青袁向希雄渊1888冤
·证治探讨·

从野风瘀冶论治心脑同病经验浅析 宋文茜袁郦永平渊1891冤
基于脑-肠轴浅探野脑病治肠冶论治中风的科学内涵

袁梦果袁李建香袁过伟峰渊1894冤
中医外治为主治疗乳腺癌术后上肢水肿的思考与探索

程 思袁彭 爽袁陈皎皎袁等渊1897冤
冠心病 PTCA术后再狭窄的中医证候分布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顾晓晶渊1900冤
中医核心病机辨治思想临床应用探析 李俊英袁陶文强渊1902冤
·文献分析·

上呼吸道感染治疗用药对感染后咳嗽发病的影响

林 宁袁余楚婷袁范海媚袁等渊1904冤
·实验报告·

复心汤对乳鼠心肌细胞 GATA4尧PKA尧ERK表达的影响
薛一涛袁 焦华琛袁刘 江袁等渊1907冤

·综 述·
ICAM-1与支气管哮喘关系及中医药研究进展 董盈妹袁刘亚南袁林丽丽袁等渊1911冤
针灸治疗癌痛的研究进展 陆 莹袁田弯弯袁李开平渊1915冤
基于脏腑辨证论治感染后咳嗽 王晶波袁陈名元渊1918冤
中医药治疗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进展 焦 旭袁卢 云渊1922冤
·临床观察·

PVP与 PKP治疗胸腰椎芋度压缩性骨折的临床对比研究
彭冉东袁邓 强袁李中锋袁等渊1926冤

疏风解毒胶囊治疗急性气管-支气管炎渊风热犯肺证冤的临床观察 谢 军渊1929冤
中药治疗婴儿巨细胞病毒性肝炎渊湿热内蕴证冤40例临床观察

穆 静袁杨 燕袁刘 畅渊1932冤
脓毒症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中医证型与预后相关性研究

巩美鱼袁刘保社袁段淑琴袁等渊1934冤
麝香乌龙丸联合甲氨蝶呤治疗活动期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毕东敏袁李秀芝袁魏剑芬袁等渊1937冤
益气活血组方治疗冠心病心肌缺血的临床观察 胡国恒袁王瑾茜袁刘 侃袁等渊1940冤
自拟清肠排毒汤对急性溃疡性结肠炎渊大肠湿热证冤免疫功能和炎症因子的影响

吴湘华袁孙翠凤渊1942冤
参茯五味芍药汤对突发性耳聋的疗效评估 滕 磊袁陈 绘袁张治军袁等渊1945冤
冬青坐浴剂联合 TDP治疗混合痔 PPH术后的临床观察

李兵剑袁蒋 鑫渊1947冤
醒脑健脾针刺法治疗颈性眩晕渊痰湿上蒙证冤的临床观察

王乐荣袁薛 雁袁王海龙渊1950冤



中国中医急症

月刊 员怨怨圆年 员园月创刊
第 25卷 第 10期渊总第 222期冤
圆园员6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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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鄢圆园员6原10

自拟清热平喘汤对小儿重症病毒性肺渊风热闭肺证冤炎免疫功能尧炎症因子和
中医证候积分的影响 刘国华袁文洁珍渊1952冤
两种不同置钉后路复位间接减压治疗胸腰椎爆裂骨折椎管形态变化的比较

李中锋袁邓 强袁张彦军袁等渊1955冤
祛痈方治疗肛周脓肿早期的临床观察 刘振生袁吕立群渊1958冤
泄浊化瘀复元汤治疗急性肾损伤的临床观察 梁红娟袁王瑞雯渊1960冤
推拿手法结合神阙灸治疗小儿腹泻疗效观察

王全权袁宗 芳袁黄慧敏袁等渊1963冤
中药离子导入联合激光治疗急性玻璃体后脱离的临床观察 余 海袁李慧丽渊1965冤
益气活血汤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患者术后的疗效观察 张慧民渊1968冤
参附注射液联合左西孟旦治疗老年慢性顽固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观察

徐伟俊袁周长勇袁祝丽萍袁等渊1970冤
化痰通络汤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临床观察 唐世球袁杨 辉袁周丽华袁等渊1973冤
痰热清注射液联合抗生素治疗肺切除术后肺部感染疗效观察

凌东进袁施天生袁陈中书袁等渊1976冤
通窍活络汤加减配合运动疗法早期干预脑出血偏瘫的临床观察 孟祥杰渊1978冤
消栓通络经验汤剂辨治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渊气虚血瘀证冤的临床研究

陈龙霏袁李修壮袁王 平袁等渊1981冤
疏风解毒胶囊联合头孢克洛干混悬剂治疗小儿扁桃体炎渊风热证冤临床观察

黄培练袁潘艳东渊1984冤
蜂蜜调新癀片联合黄马酊外敷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钟凌云袁蒲艺文袁张 超袁等渊1987冤
健脾通腑法对慢性呼吸衰竭机械通气患者脱机影响的临床研究

邵亚新袁陈博宇渊1990冤
红花黄色素注射液联合倍他司汀治疗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的临床观察

王英慧袁徐 力渊1992冤
解剖钢板对维持 Sanders 域耀芋型跟骨骨折两个解剖角的疗效观察

魏 栋袁 曾 武袁刘晋闽渊1994冤
射频臭氧重叠疗法配合中药熏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观察

赵玉石渊1997冤
自拟壮骨祛瘀方加味辅助穴位刺激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症继发疼痛临床观察

李 飞袁刘小军渊2000冤
陆氏银质针结合中药及拔罐疗法治疗腰三横突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金 星袁金红婷渊2003冤
止眩饮治疗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复位后残余症状疗效观察

仓志兰袁陆海芬袁汤粉英袁等渊2005冤
疮灵液在冬病夏治贴敷所致皮肤损伤中的应用 胡映红渊2008冤
达营汤维持治疗周期性精神病的疗效及对患者内分泌的影响

唐 黎渊2010冤
中药尧针灸联合骨应力刺激仪治疗小腿骨干骨折的临床疗效观察及影像学比较

韩晓蕊袁冷晓明袁刘 宇袁等渊2013冤
热瘀散治疗轻尧中度溃疡性结肠炎急性发作临床观察

陈一周袁王翼洲袁李 林渊2016冤
·临证体会·

从邪正关系探讨冠心病介入术后治疗策略 龙 云袁程丑夫袁黄 河袁等渊201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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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hongcao Yishen Decoction on HMC Prolife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CAT\MDA
SONG Liqun袁LIU Shuang袁SONG Yexu袁et al 渊1833冤
Clinical Study on Modified Huanglian Wendan Decoction on Metabolic
Syndrome of Phlegm and Dampness Stagnation
LIU Hongshuang袁LIU Li袁SUI Yanbo 渊1837冤
Effects of Ganlu Xiaodu Deco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MiR-155 in EV71
Infected Cells
HE Yirong袁HE Youshun袁CAO Rong袁et al 渊1840冤
The Effect of Tanshinone 域A on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after Myocardi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Rats
HAN Ping袁FENG Jun袁CHEN Huawen 渊1844冤
Researching Han Mingxiang忆s Medical Experience Treatment on Chronic
Airway Inflammatory Disease through Data Mining Technology
CHEN Wei袁ZHANG Nianzhi袁HAN Hui 渊1847冤
Effects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Learning-memory Abilities and P2X7 Receptors
Expressions in Hippocampus of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Rats
YOU Xiaofang袁HUANG Jia袁LIN Xiaomin袁et al 渊1851冤
Immunostimulatory Effect of a Compound of Zhuye Shigao Oral Granule on
Radiation-induced Esophagitis
WANG Lijuan袁LI Mingwei袁NIU Baolong袁et al 渊1855冤
Analysis on Medication Rule in Prescriptions for Epidemic Encephalitis B at
Convalescence Stage Based on Data Mining Technology
WANG Yizhan袁WANG Yuxian袁SU Rui袁et al 渊1859冤
A Meta-Analysis of Guanxin Shutong Capsule on Patients with Unstable Angina
SUI Jingyi袁XU Hui袁QIN Ling袁et al 渊1863冤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Rabbit Knee Osteoarthritis with
Acupoint Injection of Ozone and Heat-type Acupuncture Needles
LI Min袁YUAN Guiping 渊1866冤
The Effect of Tanshinone 域A on Lung Injury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in Rats
WU Yanli袁GONG Jing袁LIU Fang 渊1870冤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anchong Banxia Baizhu Tianma Deco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5-HT1B/1D Receptor in the Brain of Rats with Migraine
CHEN Shaomei袁WEI Qizhi袁XI Shengyan袁et al 渊1874冤
Effect of Liuxi Xiaoyao Wuling Decoction on Histopathology and
Ultrastructure of Hepatic Fibrosis in Rats
JIANG Yiming袁JIANG Xuelian袁LIU Xinjun袁et al 渊1877冤
Clinical Study of Fine Medicine Moxibustion Strip on Migraine without Aura
GOU Chunyan袁LI Meng袁LIAO Jiaolu袁et al 渊1881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