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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冤
XUE Y itao袁CHEN Ruixue袁GA O Xiangyu袁et 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Yiqiyangyin Quyu Formulae on AQP5 and
M3R Expression of Sjogren's Syndrome Submandibular Gland Cells
渊5冤
QIN Y uan袁LIN Chongze袁SUN Han袁et al
Clinical Research on Qinghuo Tongluo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Ischemic Stroke
渊9冤
GA O Lei袁LI Li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Heat Sensitive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Drugs in the Treatment of Qi Deficiency and Blood Stasis Type
of Angina Pectoris and Its Influence on Blood Rheology and Blood Lipid Level
LIU Fushui袁XIE Hongwu袁ZHA O Meimei袁et al
渊12冤
Influence of Zhenwu Decoction and Xuefu Zhuyu Decoction on
Cardiac Function and Plasma NT-proBNP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Induced by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HI Lipeng袁ZHOU A imin袁DU Xuqin袁et al
渊15冤
Analysis on Medication Rule of MengH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Wetness-Heat Seasonal Febrile Diseases Based on Data Mining Technology
W A NG Y izhan袁FA N Jiping袁SU Rui袁et al
渊19冤
Effects of Xifeng Jingning Granule on Dopamine Receptor D2 and
Dopamine Transporter mRNA Expression in Striatum of Tourette Syndrome Rat
LI Y an袁W A NG Xinzheng袁W A NG Junhong袁et al
渊23冤
Mechanism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Tangxinning on Diabetic
Cardiomyopathy Based on ROCK-MAPK Signal Pathway
Y UE Gaiying袁LI Jing袁XIE Xinran袁et al
渊26冤
Effect of Xintongfang on the Expression of SERCA2a mRNA and Arrhythmia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Rats
OUY A NG Guo袁FA N Jinru袁ZHOU Feiran袁et al
渊30冤
Research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Gegen Qinlian Decoction袁Huangqin Decoction
and Baitouweng Decoction Based on the Three Prescriptions' Medical Literature
W A NG Qian袁FU Y anling袁CHEN W enqiang袁et al
渊33冤
Meta-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Yangxue Qingnao Granul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W A NG Shuya袁CHEN Xiujuan袁JIA NG Y ajun
渊38冤
Case Study on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yndromes of 310 Children
with Hand-Foot-and-Mouth Disease
W A NG Y oupeng袁LIU Lujia袁TIA N Chunxin袁et al
渊42冤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Tablet Qingrejieduhuazhuo on tPA and PAI-1 in Rats
with IETM from the Relation between Micro-ecology and Cardiovascular Damage
ZHA O Guorong袁DA I Y uwei袁CUI Y uhui袁et al
渊46冤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Motherwort Concrete on
Postpartum Endometritis
CHEN Xiaoyan袁RA N Huayang袁ZHA NG Jinan
渊50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