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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基于 ICC探索半夏厚朴汤加减对腰椎骨折后大鼠胃肠动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马朋杰袁刘 魏袁黄杰烽袁等渊2209冤
健脾补土法组方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脑组织 t-PA尧PAI尧Col 郁的影响

钟银玲袁李 花袁刘旺华袁等渊2213冤
活血化瘀中药汤剂对糖尿病肾病大鼠模型肾间质纤维化的影响

潘永梅袁陈志强渊2216冤
复方七芍降压片保护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血管内皮损伤的作用研究

蔺晓源袁刘 丹袁曾 勇渊2220冤
益气养阴中药治疗糖尿病合并心脏病临床研究 闫冬雪袁赵杼沛袁刘亚丽袁等渊2223冤
解毒清肺合剂对非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血清炎性因子的影响

程 淼袁王 静袁李德莹袁等渊2226冤
加味野马追胶囊治疗急性支气管炎尧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渊痰热郁肺证冤的临床研究

苏克雷袁谈 杰袁蔡 敏袁等渊2229冤
胰泰复方对胰腺纤维化大鼠氧化应激的影响 高丽娟袁刘 莉袁刘华生袁等渊2232冤
586例缺血性中风发病子午流注时间规律的研究 祖 建袁霍 锐袁樊 艺袁等渊2235冤
Sepsis3.0诊断标准下 ICU脓毒症患者中医虚实证素对预后评估的探讨

宋麦芬袁杨思雯袁郭玉红袁等渊2238冤
脓毒症中医辨证处方规律及临床疗效的文献研究 闫春江袁周仙仕袁叶 烨渊2241冤
淫羊藿苷/壳聚糖/血小板血浆微球/羟基磷灰石复合材料治疗兔桡骨骨缺损疗效的
实验研究 张传志袁曹洪辉袁李修建袁等渊2245冤

活血通脉颗粒对兔颈动脉粥样硬化干预作用的实验研究

谢 健袁沈 超袁童晓云袁等渊2249冤
醒脑开窍中药联合软通道微创血肿引流术治疗高血压脑出血的临床研究

迟大鹏袁姜晓东袁顾九馥袁等渊2253冤
基于个性化需求的中药斗谱系统的构建 覃德春袁张文森袁文洪宇袁等渊225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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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薪火传承·
名老傣医康朗香诊治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经验探析

潘立文袁王晓明袁黄 勇渊2260冤
史锁芳教授运用大剂量黄芪临床经验 李兆荣袁刘华平袁吴 涛渊2265冤
奚肇庆教授辨治内伤头痛临证经验 吴雅文渊2268冤
·证治探讨·

和法在虚劳渊重症迁延期冤中的运用 范铁兵袁杨志旭袁杨志旭渊2270冤
浅谈痫病的分期论治 姚奇志袁池 林渊2275冤
·实验报告·

附子中 6种生物碱质谱裂解机制及醇解产物研究
张 翅袁潘德林袁赵炳祥袁等渊2278冤

丹参酮域A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刘月秋袁刘 辉渊2283冤

附子及其炮制品对大鼠心脏毒性的影响 唐 恬袁赵 婷袁赵 晖袁等渊2286冤
·文献分析·

浅析大黄的双向调节作用及现代研究依据 向安娅 王 艳 余承青袁等渊2290冤
·急症教学研究·

移动教学平台在重症医学临床带教中的应用 江其龙袁陈伟焘渊2292冤
·医籍研析·

由登革热的启示浅谈对叶伤寒论曳的认识 陈腾飞袁刘清泉渊2296冤
·综 述·

中医药调控心衰细胞 PKC信号通路的现状及思考
薛一涛袁焦华琛袁刘 鹏袁等渊2298冤

中药养心汤的应用研究进展 范增光袁杨建飞渊2301冤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中医药治疗进展 刘超武袁柯虹竹渊2304冤
从痰尧热尧瘀论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研究概述

张芙蟒袁马 超袁余小萍渊2308冤
黄疸的中医治疗进展 曹思思袁陈新瑜渊2312冤
PM2.5与哮喘关系的中西医结合认识 李竹英袁师留杰袁高风丽渊2316冤
·临床观察·

君承合剂治疗危重症患者胃肠动力障碍的临床观察

林朝亮袁朱红林袁成向进袁等渊2319冤
益气解毒方辅助 L-谷氨酰胺呱仑酸钠治疗放疗后急性放射性直肠炎疗效观察

韩益德袁周 毅渊2321冤
参芪扶正注射液治疗脓毒性休克患者的疗效观察

张云海袁邓梦华袁苏 懿袁等渊2324冤
宣肺涤痰方内服外敷辅助治疗小儿肺炎喘嗽渊痰热闭肺证冤疗效观察

李文劲渊2326冤
倒悬牵引推拿对椎间盘源性下腰痛的干预性研究 占茂林袁郭耀斌渊2329冤
化痰清瘀颗粒治疗急性脑血栓形成渊痰瘀证冤的临床观察

林金财袁林素桔袁刘毅然袁等渊233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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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气化痰汤加味组方联合穴位注射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临床观察

古丽努拉窑海若拉袁阿尔达克窑哈盘袁叶尔扎提窑海肉拉渊2334冤
五参汤对脓毒症心衰渊气虚血瘀证冤治疗作用的临床观察

李旭成袁张 军袁吴 迪袁等渊2337冤
苓桂术甘汤合葶苈大枣泻肺汤治疗晚期肺腺癌合并恶性胸水临床观察

贺雪黛袁李 烜袁胡守友渊2340冤
定点旋转位小针刀治疗颈椎病射频消融术后神经根激惹症状的临床研究

夏德鹏袁陈培芳袁杜培学袁等渊2343冤
明目地黄丸和三七血伤宁胶囊联合西医治疗非增殖期 2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
观察 汪 洋渊2345冤

自拟散瘀利水方辅助西医治疗急性骨筋膜室综合征疗效观察

丑建伟袁洪 斌袁罗 勋袁等渊2349冤
热敏灸配合针刺疗法对非创伤性妇科急腹症腹腔镜术后胃肠功能紊乱的影响

冯文栋袁郭慧梅袁曹淑华渊2352冤
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肺炎中医证候特点研究 任英莉袁孟宪卿袁王莉娜袁等渊2355冤
参附注射液联合溶栓及抗凝治疗在急性肺栓塞合并低血压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叶宝华袁王 兵袁陈辉民袁等渊2358冤
痰热清注射液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疗效影响的回顾性研究

高 峰袁吴 蔚袁鲁轶臻袁等渊2361冤
疏风解毒胶囊治疗小儿疱疹性咽峡炎 123例疗效观察 杨梅莲渊2364冤
中风复元合剂治疗分水岭脑梗死临床观察 毕丽丽渊2366冤
消瘰丸合黄连温胆汤加减治疗甲亢性心脏病的临床研究

周 鑫袁柯雅思袁张青蓝袁等渊2368冤
穴位注射配合推拿手法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疗效观察

魏 洪袁顾圣高袁陆 卫袁等渊2371冤
疏风解毒胶囊联合西药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临床观察

韩亚辉袁武凯歌袁张薇薇袁等渊2373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丽娜渊2375冤
全膝关节表面置换术联合止痛四物汤对重症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王亚忠袁于红蕊渊2378冤
会厌逐瘀汤加减治疗急性声音嘶哑的临床观察 李红燕袁张 力渊2381冤
黄连温胆汤加味联合西医治疗急性胆源性胰腺炎临床观察 常庆雄渊2383冤
·临证体会·

基于野中医心理紊乱状态冶从脉辨治眩晕 康 晨袁滕 晶渊2386冤
从野肝冶论治丛集性头痛 胡 华袁张燕辉袁刘 杰渊2388冤
活血化瘀法在膜性肾病治疗中的运用 杨亚欣袁田玖玲袁王 涛袁等渊2391冤
·护 理·

中西医结合护理在肺叶切除术后康复中的应用

李晓冬袁马鸿雁袁张 岩渊2393冤
·其 他·

叶中国中医急症曳2016年总目次 渊239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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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based Exploration on the Effect of Banxia Houpu Decoction on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in Rats after Lumbar Fracture and Its Mechanism
MA Pengjie袁LIU Wei袁HUANG Jiefeng袁et al 渊2209冤
The Effect of Spleen-strengthening Therapy on t-PA and PAI and Col IV in
Rats with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ZHONG Yinling袁LI Hua袁LIU Wanghua袁et al 渊2213冤
Effects of Huoxue Huayu Decoction on Kidney Interstitial Fibrosis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Rats忆 Model
PAN Yongmei袁CHEN Zhiqiang 渊2216冤
Study on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Fufangqishao Anti-hypertension Tablets on
Vascular Endothelial Injury in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
LIN Xiaoyuan袁LIU Dan袁ZENG Yong 渊2220冤
Clinical Study of Diabetes Mellitus Complicated with Heart Disease Treated
with Tonifying Qi and Nourishing Yin Herbs
Yan Dongxue袁ZHAO Zhupei袁LIU Yali袁et al 渊2223冤
Study on the Effect of Jiedu Qingfei Mixture on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Non-severe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HENG Miao袁WANG Jing袁LI Deying袁et al 渊2226冤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Modified Yemazhui Capsule on
Acute Bronchitis & Acute Exacerbation of Chronic Bronchitis with
the Syndrome Type of Phlegm-heat Obstructing Lung
SU Kelei袁TAN Jie袁CAI Min袁et al 渊2229冤
Effect of Yi-Tai Compound Prescription on Oxidative Stress of
Chronic Pancreatitis Rats with Pancreatic Fibrosis
GAO Lijuan袁LIU Li袁LIU Huasheng袁et al 渊2232冤
Research on the Midnight-noon Ebb-flow Rhythm of the Attack Time in
586 Cases of Ischemic Stroke
ZU Jian袁HUO Rui袁FAN Yi袁et al 渊2235冤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渊TCM冤 Excess and Deficiency
Syndrome Element for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s with Sepsis According
to the New Diagnostic Criteria 渊Sepsis-3冤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SONG Maifen袁YANG Siwen袁GUO Yuhong袁et al 渊2238冤
Literature Research on the Law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and Clinical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s
in Septic Subjects
YAN Chunjiang袁ZHOU Xianshi袁YE Ye 渊2241冤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Efficacy of Combined Graft 渊Epimedium-Chitosan-
Hydroxyapatite Loaded with Platelet Rich Plasma Microspheres冤 on
Bone Defect Formation
ZHANG Chuanzhi袁CAO Honghui袁LI Xiujian袁et al 渊2245冤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Huoxue Tongmai Granule
on Carotid Arteriosclerosis in Rabbits
XIE Jian袁SHEN Chao袁TONG Xiaoyun袁et al 渊2249冤
Clinical Efficacy Research of Soft Channel Minimally Invasive Hematoma
Drainage Joint Awake Brain Chinese Herbs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CHI Dapeng袁JIANG Xiaodong袁GU Jiufu袁et al 渊2253冤
Establish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Drawer Position System
on a Basis of Individual Requests
QIN Dechun袁ZHANG Wensen袁WEN Hongyu袁et al 渊2256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