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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复心汤对大鼠原代心肌细胞 IP3-Ca2+/CaM-CaN通路的影响

薛一涛袁陈瑞雪袁高翔宇袁等渊1冤
益气养阴祛瘀方对干燥综合征颌下腺细胞 AQP5及 M3R表达的影响

秦 源袁林崇泽袁孙 晗袁等渊5冤
清火通络汤治疗缺血性中风的临床研究 高 磊袁李 莉渊9冤
热敏灸联合西药治疗心绞痛渊气虚血瘀型冤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液流变学和

血脂水平的影响 刘福水袁谢洪武袁赵梅梅袁等渊12冤
真武汤合血府逐瘀汤对冠心病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及血浆 NT-proBNP的影响

石立鹏袁周爱民袁杜旭勤袁等渊15冤
基于数据挖掘的孟河医派治疗湿热性温病的中医用药规律研究

王一战袁范吉平袁苏 芮袁等渊19冤
熄风静宁颗粒对 Tourette综合征模型大鼠脑纹状体多巴胺 D2受体和多巴胺
转运蛋白 mRNA表达的影响 李 燕袁王新征袁王俊宏袁等渊23冤
基于 ROCK-MAPK通路观察糖心宁干预糖尿病心肌病作用机制研究

岳改英袁李 景袁解欣然袁等渊26冤
心痛方对急性心肌梗死大鼠 SERCA2a mRNA表达及心律失常的影响

欧阳过袁范金茹袁周斐然袁等渊30冤
基于医案文献的葛根芩连汤尧黄芩汤尧白头翁汤三方分类鉴别研究

王 倩袁傅延龄袁陈文强袁等渊33冤
养血清脑颗粒治疗中风后抑郁疗效及安全性的 Meta分析

王淑雅袁陈秀娟袁姜亚军渊38冤
310例小儿手足口病中医证候特征及证候演变规律的研究

王有鹏袁刘璐佳袁田春馨袁等渊4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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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生态与心血管损伤关系探讨清热解毒化浊片对肠源性内毒素血症大鼠

tPA与 PAI-1的影响 赵国荣袁戴玉微袁崔玉晖袁等渊46冤
益母草浸膏对产后子宫内膜炎作用功效的实验研究 陈晓燕袁冉华阳袁张锦安渊50冤

窑薪火传承·
何庆勇副教授运用黄芪桂枝五物汤的学术思想初探 张雨晴袁钟小雪袁何庆勇渊53冤
老昌辉教授辨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经验总结 戴 勇袁曾崎冈袁段晨霞袁等渊56冤
数据挖掘李世增教授治疗胸痹的用药规律研究 唐秀凤袁李晓曦袁刘仁慧渊58冤
张秋娟教授治疗周围性面瘫的经验 祖拉叶提窑玉素甫袁张秋娟渊62冤
余俊文教授运用中医辨证治疗尿道综合征的经验 梁建亮袁王 实渊65冤
高永祥教授辨治过敏性紫癜临床经验 贾维刚袁宋 博袁徐 庆袁等渊68冤
·证治探讨·

从络病理论论治膝骨关节炎 刘 源袁郭艳幸袁郭珈宜袁等渊72冤
傣医外治法治疗急性风湿类疾病的特色探析

潘立文袁王晓明袁杨先振袁等渊74冤
结合岑鹤龄温病思想浅析卫气营血辨证 王进忠袁杨荣源袁钟世杰袁等渊77冤
论湿热与胃脘痛 唐瑜之袁李玖洪渊80冤
·实验报告·

风湿痹痛方治疗大鼠胶原性关节炎的实验研究

梁 卫袁梁 涛袁张丽玲袁等渊83冤
·医籍研析·

浅析叶伤寒杂病论曳中附子的用法 侯亚文袁杨晶晶袁曹卓青袁等渊86冤
陆氏针灸论治痛症学术经验浅析要要要以叶陆瘦燕朱汝功针灸医案曳为例

邴守兰袁陆李还渊88冤
·综 述·

狼疮脑病的临床治疗概述 罗 靓袁何 英渊91冤
理气法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研究进展 武文娇袁张蕴慧渊95冤
·临床观察·

针刺疗法治疗脑卒中后顽固性呃逆的临床观察 朱心玮袁招少枫袁何 怀袁等渊98冤
刺络拔罐放血尧围刺加电针针刺治疗带状疱疹的疗效观察 兰思杨渊100冤
七星针扣刺配合拔罐治疗急性腰扭伤疗效观察

周 熙袁敖 虹袁毛 翔袁等渊103冤
头针应用于脑外伤后认知障碍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刘 牧袁耿 萍袁廖辉雄渊106冤
百令胶囊影响肾血管性高血压患者 Klotho基因和肾功能的机制分析

陈少秀袁张秋芳袁何华琼渊109冤
三伏贴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临床观察

李竹英袁王 婷袁滕 超渊112冤
刺血拔罐法治疗蝮蛇咬伤后肢体肿胀的临床观察 潘变景袁韩宁林渊115冤
巨刺法治疗偏头痛渊肝阳上亢证冤的疗效及对 NO尧5-HT的影响

魏燕芳袁吴永刚袁郭勇军袁等渊11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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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刺激疗法联合运动康复训练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的疗效观察

刘 琴袁胡兆雄袁全变瑞袁等渊121冤
基于心率变异性影响的附苈救心汤治疗慢性心功能不全的疗效观察及预后分析

李嵩岩袁李 良袁郑 燕渊124冤
益气宣化方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疗效评价 廉海红渊127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疗效观察 田 明渊130冤
拖线垫棉疗法治疗低位复杂性肛瘘的临床观察 俞 婷袁曹永清渊132冤
自拟养阴泄热方直肠滴入辅助西医治疗老年急性胰腺炎临床观察

朱盼鸿袁吴志强袁卢 毅渊135冤
针刀松解颈周腧穴治疗交感神经型颈椎病新方案的临床观察

王寿兰袁刘方铭袁王 轶袁等渊138冤
骨炎膏联合七叶皂苷钠治疗胫骨骨折早期肿胀 55例

黄 勇袁周英杰袁罗金鑫袁等渊141冤
自拟补肾通络方内服外敷联合电磁理疗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疗效观察

李 强袁党建军渊143冤
温阳定悸法联合美托洛尔治疗室性早搏 63例 王兰玉袁丁 林袁何振生渊146冤
款冬花散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渊痰热郁肺证冤临床观察

钟云青渊149冤
三色散联合四指推法治疗颈椎病疼痛的疗效观察 刘宝华袁万 兴渊152冤
自拟宣壅清肺汤辅助西医治疗重症肺炎渊痰热壅肺证冤临床观察

黄婧文袁李冬玲渊155冤
腕踝针针刺联合低剂量塞来昔布口服在全髋关节置换术围手术期镇痛的

临床观察 李文龙袁李阳阳袁张海龙袁等渊158冤
姜黄素胶囊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疗效观察 徐兴伟袁林 州袁吴正春渊161冤
浮针疗法结合延续性护理对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李 彤袁孙红伟渊164冤
感冒退热合剂治疗风热型感冒的疗效观察 喻 灿袁王 凌袁李旭成袁等渊167冤
针灸与吞咽训练治疗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临床观察 刘喜悦渊170冤
益气活血化痰汤佐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并呼吸衰竭的疗效观察

田 飒袁张兴展袁刘克锋袁等渊172冤
清平贴缓解顺铂引起化疗后消化道反应的临床观察

刘 影袁程 俊袁 彭曹霞袁等渊176冤
自拟通元饮联合阿托伐他汀及氯吡格雷治疗急性脑梗死的临床观察

王 鹏袁洪 琼袁程 盼袁等渊179冤
丹参川芎嗪注射液联合西药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液流变学及血浆 TXB2尧

6-Keto-PGF1琢含量的影响 陈 赟渊181冤
参附注射液对脓毒症心肌损伤患者血浆 BNP 和炎性因子的影响

沈琪琦袁张之龄渊184冤
·护 理·

综合化急救护理在多发伤中应用的效果评价 夏燕萍袁陈 莉袁邓定伟渊18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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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uxin Deco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IP3-Ca2+/CaM-CaN Pathway
in the Generation of Rat Myocardial Cells
XUE Yitao袁CHEN Ruixue袁GAO Xiangyu袁et al 渊1冤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Yiqiyangyin Quyu Formulae on AQP5 and
M3R Expression of Sjogren's Syndrome Submandibular Gland Cells
QIN Yuan袁LIN Chongze袁SUN Han袁et al 渊5冤
Clinical Research on Qinghuo Tongluo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Ischemic Stroke
GAO Lei袁LI Li 渊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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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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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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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 Yizhan袁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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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袁WANG Xinzheng袁WANG Junhong袁et al 渊23冤
Mechanism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Tangxinning on Diabetic
Cardiomyopathy Based on ROCK-MAPK Signal Pathway
Y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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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YANG Guo袁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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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G Qian袁FU Yanling袁CHEN Wenqiang袁et al 渊33冤
Meta-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Yangxue Qingnao Granul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stroke Depression
WANG Shuya袁CHEN Xiujuan袁JIANG Yajun 渊38冤
Case Study on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yndromes of 310 Children
with Hand-Foot-and-Mouth Disease
WANG Youpeng袁LIU Lujia袁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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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O Guorong袁DAI Yuwei袁CUI Yuhui袁et al 渊46冤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Motherwort Concrete on
Postpartum Endometritis
CHEN Xiaoyan袁RAN Huayang袁ZHANG Jinan 渊50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