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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uaShi Jiangzhuo Decoction on Levels of Serum and Urine Uric Acid
and Renal Function of Hyperuricemia Model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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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in the Huangshi city of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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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ondialdehyde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in Endotoxin Induced Septic
Shock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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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urcumin on Cytokine in Septic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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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TNF-琢and NF-资B in Kupffer Cells caused by Hepatic

渊598冤
渊601冤

StressInjury in Rats with Acute Cerebral Hemorrhage and Effec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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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in Rats with Ischemic-Reperfusion Injury
LU W eizhong袁ZHOU Jie袁JIA NG Renjian袁et al

渊604冤
渊608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