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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痛泻安肠方对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模型大鼠 NGF/PLC-酌/TRPV1信号通路表达
的干预效应 韩亚飞袁石 磊袁贾博宜袁等渊2069冤

活血潜阳祛痰方对肥胖高血压大鼠心肌重构的影响

芦 波袁周训杰袁符德玉袁等渊2074冤
松果菊苷通过调节 Nrf2表达减轻 H2O2致心肌细胞损伤的实验研究

杨 芳袁吴泽幼袁包 思袁等渊2078冤
丹红注射液激活 AMPK保护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大鼠的实验研究

田 心袁王渊博渊2083冤
丹参酮域A磺酸钠注射液对病毒性心肌炎模型小鼠冠状动脉血管内皮损伤的保护作用

许丽琴袁曹 觅袁余 莉袁等渊2086冤
针灸联合温脾补肾方对急性溃疡性结肠炎大鼠血管活性肠肽尧血清肿瘤坏死因子-琢
和白细胞介素水平的影响 赵凤玲袁常玉洁袁董雪莲袁等渊2090冤

黄芪多糖通过 p38MAPK-HSP27通路减轻大鼠急性坏死性胰腺炎肺损伤
杨桂菊袁张东霞渊2093冤

温针灸配合白仙风汤剂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外周血 miR-146a尧HMGB1尧
CXCR16水平的影响 陈汉玉袁冷冬月渊2097冤

追风透骨胶囊对类风湿关节炎大鼠关节滑液及滑膜组织中 miR-155尧TGF-茁1表达
的影响 柳庆坤袁梁云清袁刘 伟袁等渊2100冤

灯盏花素对脑外伤大鼠皮质神经元自噬尧炎症损伤及 TLR4/NF-资B信号通路的影响
童军卫袁刘补兴袁胡小铭袁等渊2104冤

黄芪葛根汤配合温针灸治疗老年重症肌无力的疗效及对 T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
刁殿琰袁郭明秋袁殷晓捷渊2108冤

基于正交设计的不同针刺方法对中风后踝背屈障碍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

杨 杭袁张海峰渊2112冤
·专家述评·

论野急性虚证冶理论及其在急救临床的应用渊下冤 方邦江袁孙丽华袁卜建宏袁等渊211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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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传承·
李红教授治疗重症亚急性甲状腺炎学术思想研究 闵 婕渊2118冤
刘建秋教授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证经验 李竹英袁田春燕袁王丽芹渊2121冤
李丽霞教授基于叶灵枢窑百病始生篇曳治疗面瘫经验 尤苗苗袁陈楚云渊2124冤
谢晶日教授从野瘀冶论治急性胰腺炎经验 苏 越渊2127冤
·证治探讨·

浅析扶阳气思想在膝骨关节炎治疗中的应用 吴献毅袁李盛华袁叶丙霖袁等渊2130冤
谢晶日教授分期论治溃疡性结肠炎经验探析 张 冰袁庞雪莹渊2133冤
祛瘀生新法治疗中风病的经验总结 金远林袁王晓彤渊2136冤
从野理尧法尧方尧穴尧术冶试述针灸辨证论治急性胃痛

关凤仪袁唐纯志袁王 坤渊2139冤
·医籍研析·

曹炳章暑病学术经验探要 白 钰袁马凤岐袁陈永灿渊2142冤
经方中治咳野角药冶的配伍特点与临床应用 刘晓静渊2146冤
·思路与方法·

从一项科研思考中医临床研究方法 尹亚东袁刘书红袁郑锐锋渊2148冤
·急症教学研究·

评价四部教学法在中医急症本科教学中的应用

张春芳袁姜 昕袁陈 曦袁等渊2152冤
·实验报告·

银杏叶提取物对糖尿病肾病大鼠 NLRP3炎性体的影响
张素英袁李瑞静袁赵晶晶袁等渊2155冤

心痛泰颗粒对动脉粥样硬化小鼠血脂及 TNF-琢尧IL-6影响的实验研究
谭娣娣袁李 雅袁郭志华袁等渊2159冤

·综 述·
恶性腹水的治疗现状及进展 王怀碧袁江飞龙袁赖宗浪袁等渊2162冤
灸法治疗急性腰扭伤临床研究进展 郭 晟袁康学智袁张峻峰袁等渊2165冤
急性踝关节扭伤的中医药治疗进展 余 翔袁金志超袁梁 德袁等渊2169冤
清晨高血压靶器官损害及对心脑血管事件影响的研究概述

王林海袁卢健棋袁黄舒培袁等渊2173冤
电针在面神经炎急性期应用的现状 高桂欢袁宣丽华渊2178冤
·临床观察·

醒脑开窍针刺法对心肺复苏后患者 TNF-琢尧IL-6以及 IL-8水平的影响
于 娜袁邓梦华袁张云海袁等渊2181冤

温阳化饮方治疗慢性心衰渊阳虚水泛证冤患者临床疗效观察

曾垂旭袁郭磊磊袁谢易瑾袁等渊2184冤
董针配合蜡疗治疗急性缺血性脑梗死后肩手综合征临床观察

贾金金袁吴立峰渊2186冤
核心力量训练联合中药与腰椎推拿微调手法对脑卒中偏瘫渊瘀血阻络证冤患者

平衡功能及步行能力的影响 庞锦阔袁杜宇鹏袁钮雪康袁等渊2189冤
白虎汤治疗脓毒症的临床观察 胡星星袁刘绛云袁郭静生袁等渊219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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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腑泻热灌肠合剂治疗外科急腹症术后患者临床观察

谢 波袁谢晓华袁张子敬渊2195冤
承气化瘀方灌肠联合西药治疗急性胰腺炎的疗效观察

尚精娟袁李敏虹袁陈国雁袁等渊2198冤
清热利湿祛瘀方联合西药治疗原发性膜性肾病渊湿热血瘀型冤的临床观察

王聪舟袁王 宏袁刘学永渊2200冤
逐瘀通下汤治疗麻痹性肠梗阻的临床观察 李日增袁王瓯晨渊2203冤
清肺化痰祛瘀汤联合西药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疗效观察

阮肇扬袁王建军袁戴一帆袁等渊2205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心力衰竭伴双下肢水肿临床观察

付晓芳袁陈 姣袁屈 波袁等渊2208冤
从中风辨证探讨急性脑梗死患者典型眼底改变的证候特点

曹利民袁王竞男袁冯晓燕袁等渊2211冤
内套外剥保留齿线术治疗环状混合痔临床观察

彭军良袁陈丽芬袁石 冰袁等渊2214冤
四妙勇安汤加味联合西医治疗手术部位感染的临床观察

侯章梅袁杨 薇袁成 燕袁等渊2218冤
清热利湿法治疗儿童过敏性紫癜渊湿热证冤伴胰酶升高临床观察

刘 畅袁杨 燕渊2221冤
痰证积分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炎性指标相关性的研究

魏 睿渊2224冤
自拟中风复元汤联合针刺治疗中风先兆渊气虚血瘀证冤患者的临床观察

高 娜袁毕 成袁刘 强渊2227冤
平衡火罐治疗落枕的临床观察 王俊英袁周在超袁曹 敏渊2229冤
穴位注射联合针刺治疗脑梗死后吞咽障碍疗效观察 张铭铭袁杨 杰渊2232冤
康复新液合自拟芍药汤灌肠辅助奥沙拉秦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渊湿热证冤疗效观察

石爱平袁孙安修渊2235冤
建中消溃饮治疗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观察 张升涛渊2238冤
自拟益气利水方治疗颅脑损伤后脑水肿的疗效观察

徐洪波袁胡一迪袁程水兵袁等渊2240冤
疏风解毒胶囊治疗急性咽炎渊风热证冤临床观察

易新林袁马 欣袁邓可斌袁等渊2243冤
·临证体会·

野系统辨证脉学冶之气机失调脉象系统临床应用举隅

刘呈祥袁闫 伟袁滕 晶袁等渊2245冤
射干麻黄汤加减治疗寒哮急性期经验分析 黄汝芹袁郑 瑾袁张兰会袁等渊2248冤
清热药在痛风急性期的应用 张 琨袁孙 静袁谢志军渊2251冤
·护 理·

中医辨证结合气道综合护理在重症肺炎患儿中的应用

赵玉洁 杨 萍 郭婷婷渊2253冤
·其 他·

叶中国中医急症曳2017年总目次 渊225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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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NGF/PLC-酌/TRPV1 Signaling Pathway in Rat Models with
IBS-D an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Tongxie Anchang Decoction
HAN Yafei袁SHI Lei袁JIA Boyi袁et al 渊2069冤
Effect of Huoxue Qianyang Qutan Decoction on Myocardial Remodeling in
Obese Hypertensive Rats
LU Bo袁ZHOU Xunjie袁FU Deyu袁et al 渊2074冤
Echinacea Reducing the Cytotoxicity of H2O2 to Cardiomyocytes by
Regulating Nrf2 Expression
YANG Fang袁WU Zeyou袁BAO Si袁et al 渊2078冤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Dahong Injection on Myocardi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by Activating AMPK
TIAN Xin袁WANG Yuanbo 渊2083冤
Protective effect of tanshinone 域A A sulfonate injection on coronary vascular
endothelial injury in mice with viral myocarditis
XU Liqin袁 CAO Mi袁 YU Li袁et al 渊2086冤
Effect of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Wenpi Bushen Decoction on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袁Serum Tumor Necrosis Factor-琢 and Interleukin
in Acute Ulcerative Colitis rats
ZHAO Fengling袁CHANG Yujie袁DONG Xuelian袁et al 渊2090冤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s in Reducing Lung Injury of Rats with
Acute Necrotizing Pancreatitis by P38MAPK-HSP27 Pathway
YANG Guiju袁ZHANG Dongxia 渊2093冤
Influence of Warming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Baixianfeng Decoction on
Peripheral Blood miR-146a袁HMGB1袁and CXCR16 of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CHEN Hanyu袁LENG Dongyue 渊2097冤
Influence of Zhuifeng Tougu Capsule on MiR-155 and TGF-茁1 Expression in
Synovial Fluid and Synovial Tissue of Ra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LIU Qingkun袁LIANG Yunqing袁LIU Wei袁et al 渊2100冤
Influence of Breviscapine on Autophagy袁Inflammatory Damage and TLR4/NF-资B
Signaling Pathway in Cortical Neurons of Rats with Traumatic Brain Injury
TONG Junwei袁LIU Buxing袁HU Xiaoming袁et al 渊2104冤
Curative Effect of Huangqi Gege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Warming
Acupuncture on Myasthenia Gravis in elderly Patients and its Influence on T
Lymphocyte Subsets

DIAO Dianyan袁GUO Mingqiu袁YIN Xiaojie 渊2108冤
Effects of Different Acupuncture Methods on Walking 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Ankle Dorsal Flexion after Stroke Based on the Orthogonal Design Method
YANG Hang袁ZHANG Haifeng 渊211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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