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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Zhenyi袁FA NG Bangjiang袁LIU Y ue袁et al
渊1317冤
Clinical Research of Qiangxi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 Pulsation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of Qi Deficiency袁
Blood Stasis and Water Retention Syndrome
REN Long袁GONG Lihong
渊1320冤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CM Syndromes of Sepsis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袁Organ Function and Diseaseseverity
JIN Lingyan袁KONG Li袁DONG Xiaobin袁et al
渊1323冤
Effects of Sangqi Shouwu Decoction on Blood Pressure and Renin Angiotensin
System in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
CHEN Bin袁CHENG Xinyuan袁W EI Danxia袁et al
渊1326冤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Therapeutic Effect of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on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 U Ping袁ZHOU Y ilun袁XU Mingyang袁et al
渊1330冤
The Prevention Effect of Fuzheng Huayu Decoction渊FZHY冤 on the Formation of
Acute on Chronic Liver Failure in Rats Suffering From Chronic Liver Injury
W A NG Zengxiu袁LIA N Y a忆nan袁TA N Shanzhong袁et al
渊1333冤
Research on Apoptosis of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A549 Induced by
Tubeimosides域
CHEN Y angyang袁W A NG Ruili袁W A NG Bin袁et al
渊1336冤
Influence of Huoxue Tongluo Huatan Decoction on Blood Rheology袁Plasma
Bilirubin and Oxidiz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evel in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Rat Model
LIU Bo袁W A NG Jing
渊1340冤
Effect of Xitong Deco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IL-1茁袁TNF-琢 and MMP-3
in Rabbit Model of Knee Osteoarthritis Induced by Papain
XIA NG W enyuan袁RONG Kai袁LA NG Y i袁et al
渊1343冤
Effects of Hydroxysafflor Yellow A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Its Mechanism
W EN Jun
渊1347冤
Study on Effects of Qingbai Kuijie Decoction on Ulcerative Colitis Rats
ZHA NG Lin袁W U Jieqiong袁ZHA NG W ei袁et al
渊1352冤
Clinical Study on Shenqi Yixin Decoction on Hyperthyroid Heart Failure
MA Lina袁ZHA O Y ongfa袁ZHA O Na袁et al
渊1355冤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Acupuncture on Acute Ischemic Stroke
ZHOU Xin袁ZHOU Y ajun袁ZHA NG Huaibo袁et al
渊1358冤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Ultrastructural Acupotomy Combined with Threedimensional Balance Chiropractic on Cervical Vertigo
渊1361冤
W A NG Hong袁JIA NG Gaofeng袁Su Bo
Inhibitory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Allicin on Apoptosis of Renal Tissue in
Ra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Y A NG Y anan
渊1364冤
Effects of Shanggan Granule on White Blood Cell袁CRP and Lung Index in
Mice with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LI Jinjin袁W A NG Y ijun袁RUI Qinglin袁et al
渊1368冤
Clinical Research on Needle Warming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Mud
Wax Therapy of TCM on Lumbar Disc Protrusion of the Blood Stasis Type
Y A NG Dongzheng袁QIA N 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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