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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924例冠心病介入术后患者中医证候分布调查 孙春霞袁胡晓贞袁陈丽娟袁等渊189冤
基于 ApoE-/-小鼠 TLR4尧MCP-1尧ICAM-1表达探讨首参颗粒干预动脉粥样硬化的
效应机制 申定珠袁邢三丽袁陈 川袁等渊192冤

电针预防铂类化疗药物所致恶心呕吐的研究 闫江华袁文 谦袁易 成袁等渊195冤
电针对急性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神经功能影响的研究

谭 峰袁蒙 迪袁梁艳桂袁等渊198冤
三叉神经痛的证治方药规律探析 吴 萍袁徐洋洋袁徐智强袁等渊201冤
射干麻黄汤对哮喘小鼠气道重塑及 Th17/CD4+CD25+ Treg细胞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隋博文袁王 达袁翟平平袁等渊204冤
益气活血通络方对博莱霉素致肺纤维化大鼠 TGF-茁1/Smads信号通路的作用机制研究

周 薇袁涂 艳渊208冤
眼针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 PI3K/Akt通路影响的实验研究

宓 丹袁王德成袁陈 雪渊212冤
基于痛性相关神经肽 CGRP尧SP及其受体 NK-1探讨腧穴电针防治急性发作期
偏头痛机制 唐美霞袁杜若桑袁耿俊龙袁等渊216冤

野平衡复位正骨推拿法冶对兔颈源性突发性耳聋模型血液流变学指标及血浆 ET尧CGRP
的影响 周 翔袁何嘉莹袁高 婷袁等渊219冤

青藤碱对肝细胞癌模型大鼠肝移植术后免疫应答的影响

王欣玲袁罗 霞袁孙建琴袁等渊222冤
土家族药三百棒提取物对大鼠肢体缺血再灌注损伤血清 SOD与 MDA水平的影响

卢卫忠袁周 杰袁姜仁建袁等渊226冤
窑薪火传承·

傅萍教授治疗胚胎移植术后先兆流产经验 马 娴袁傅 萍渊229冤
顾维超主任基于大气学说论治胸部急症经验撷菁 陶方泽袁周小敏袁方跃坤袁等渊23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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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觉人教授运用野调养胃气袁补消兼施冶法治疗难治性胃痛经验
丁 念袁卢丽君袁夏鹏飞袁等渊236冤

尤可教授治疗老年肺炎经验浅探 赵晓霞袁阴永辉渊239冤
·证治探讨·

桂枝在小儿疾病中的应用之诠释 高 黎袁张 恒袁刘晓芳袁等渊241冤
浅述开窍醒脑中药作用机制 杨淑芬袁杨艺娇袁王海颖渊244冤
运用表面肌电图指导针刺取穴治疗中风后吞咽障碍的机理探讨

徐 敏袁詹珠莲袁杨 路袁等渊246冤
从野通冶论治胸痹 孟 媛袁毛秉豫袁韦汉文渊250冤
软坚散结法治疗舒张性心力衰竭的可行性探讨 原 静袁祁 军袁黄 芪渊252冤
·实验报告·

灯盏花素对肺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保护作用的研究

毛哲哲袁胡彦峰袁郭佳佳袁等渊255冤
·医籍研析·

从升陷汤探析大气下陷的证治 赵 菁袁杨月艳袁林 琳袁等渊258冤
·综 述·

中医药抗血管内皮损伤作用的研究进展 徐华英袁刘 萍渊261冤
不同部位电针刺激对脊髓损伤性膀胱功能障碍影响的研究进展

杜伟斌袁陈荣良袁俆亦生袁等渊264冤
中医药治疗小儿急性扁桃体炎的进展 高桂君袁金 静袁刘 娜袁等渊268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冠状动脉心肌桥的研究进展 叶 康袁方宏钧袁高俊杰袁等渊271冤
·临床观察·

贴棉灸疗法联合激光浮针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疗效评价

陈少秀袁余 静袁冯 萍袁等渊275冤
鬼箭羽联合华法林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疗效观察

蔡蔚斌袁芮玩珠袁蔡凯鹏渊278冤
椎管宁对无先兆偏头痛发作期镇痛的疗效观察 仓志兰袁李如英渊281冤
大黄牡丹汤加减联合西药治疗急性单纯性阑尾炎患者临床观察 吴建平渊283冤
中医综合疗法治疗膝骨关节炎渊肝肾亏虚证冤疗效观察

刘 源袁郭艳幸袁郭珈宜袁等渊286冤
疏风解毒胶囊治疗小儿急性中耳炎的临床观察 张 华渊288冤
内口结扎改良 LIFT术治疗低位肛瘘的临床研究

张 辉袁应光耀袁高洪娣袁等渊292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缺血性脑中风疗效探讨及其对血液流变学影响的临床观察

吉晓天袁陈垂海袁周少珑渊294冤
消胀贴干预严重脓毒症胃肠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宋麦芬袁王旭升袁万 洁袁等渊298冤
自拟通腑祛痰方联合依达拉奉治疗急性缺血性中风的临床观察

徐月华袁徐建华渊300冤
针刺从宗气论治稳定型心绞痛气虚血瘀证的临床观察 李永春袁郭 丽渊303冤
清热散瘀汤内服外敷辅助伐昔洛韦治疗带状疱疹急性期渊肝经郁热证冤临床观察

胡新华渊30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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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麻黄宣通玄府治疗视频相关性干眼症的疗效

李小丹袁李慧丽袁余 海袁等渊308冤
前列地尔联合补阳还五汤治疗门静脉血栓症的疗效观察

王忠成袁顾尔莉袁王世蓬袁等渊311冤
温阳益气法对严重脓毒症患者 PiCCO监测指标的影响

方统念袁王清海袁赵丽芸袁等渊314冤
针药并用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观察 陈 静袁邓小红袁刘丽莎袁等渊317冤
面瘫急性期渊风寒一个号冤针灸治疗优化方案的临床研究

王海龙袁宋永红袁成敏锐袁等渊320冤
自拟方口服合灌肠辅助西药治疗急性放射性直肠炎临床观察

王筱姣袁康 瑜袁曾 甜袁等渊323冤
中医综合外治癌性疼痛 53例临床观察 胡陵静袁郭婷婷袁陈皎皎袁等渊326冤
八宝丹胶囊与肝喜乐颗粒联合西医治疗急性黄疸型病毒性肝炎的临床观察

吕慧萍袁殷祥瑞渊328冤
中药穴位贴敷治疗支气管哮喘缓解期 35例临床观察

李竹英袁滕 超袁赵 越袁等渊331冤
中医定向透药疗法治疗儿童支气管肺炎临床观察 王林群袁段云雁袁刘汉玉渊334冤
通导化瘀解毒方联合西药治疗急性胰腺炎的临床观察 许静亚袁李少白渊336冤
活血通络膏联合低分子肝素钙预防全髋关节置换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临床观察

李文龙袁李阳阳袁张海龙袁等渊339冤
自拟脑府逐瘀汤对急性脑出血吸收期血液流变学指标及中医证候积分的影响

宋 静袁孙国钧袁李俊伯渊343冤
消肿解毒软膏外治早期哺乳期急性乳腺炎疗效分析

米海霞袁朱雪琼袁林 希袁等渊346冤
高诚宗验方中药熏洗联合超声波治疗足底筋膜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王 东袁杨爱国渊348冤
弹力线套扎术与胶圈套扎术治疗芋尧郁度混合痔临床观察

张 搏袁王姗姗袁徐 月袁等渊351冤
自拟消尘平喘止咳汤治疗尘肺合并心力衰竭的疗效及对血气指标和心肺功能影响

董 强袁王国英袁李 莉袁等渊354冤
MIPPO技术结合 PILOS手术与急诊手法结合夹板治疗中老年人肱骨外科颈
两部分骨折的对比研究 匡志平袁易世雄袁邹 瑜袁等渊357冤

透灸法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急性期的疗效及复发率的影响 汪素芬袁周世红渊360冤
针刺结合鼓室注射治疗低中频下降型突聋 51例 梁 云袁雷 刚袁赵颜俐渊363冤
自拟开窍通腑汤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 孟祥杰渊366冤
·临证体会·

大柴胡汤野辨病冶治疗消化道肿瘤癌性发热的经验体会

张 辉袁吴 昊袁田纪凤袁等渊369冤
喘证常用药对举要 王保芹袁李泽庚袁范春雷袁等渊371冤
·护 理·

基于患者为中心的中风护理单元对中风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及应对方式的作用分析

谷红杰渊37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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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CM syndromes in 924 Cases after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SUN Chun-xia袁HU Xiao-zhen袁CHEN Li-juan袁et al 渊189冤
Intervention Effect Mechanism of Shoushen Granule on Atherosclerosis Based
on the Expression of TLR4袁MCP-1 and ICAM-1 in ApoE-/-mice
SHEN Dingzhu袁XING Sanli袁CHEN Chuan袁et al 渊192冤
Curative Effect Observation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Platinum Based
Chemotherapeutic Drugs-induced Nausea and Vomiting
YAN Jianghua袁WEN Qian袁YI Cheng袁et al 渊195冤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on Neur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 Stroke Depression
TAN Feng袁MENG Di袁Liang Yangui袁et al 渊198冤
The Study of Syndrome and Treatment Regular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rventions in Trigeminal Neuralgia
WU Ping袁XU Yangyang袁XU Zhiqiang袁et al 渊201冤
The Research of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Shegan Mahuang Decoction on Inter鄄
vention of Th17/CD4+CD25+Treg Cell in Airway Remodeling in Asthmatic Mice
SUI Bowen袁WANG Da袁ZHAI Pingping袁et al 渊204冤
The Mechanism of Yiqi Huoxue Tongluo Decoction on TGF-茁1/Smads
Signaling Pathway in Rats with Pulmonary Fibrosis by Bleomycin
ZHOU Wei袁TU Yan 渊208冤
Effects of Eye Acupuncture on PI3K/AKt Signaling Path after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Rats
MI Dan袁WANG Decheng CHEN Xue 渊212冤
Exploration on Application of Neuropeptides CGRP袁SP and Receptor
Neurokinin-1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Acupoint Electroacupuncture for
Acute Migraine in Rats
TANG Meixia袁DU Ruosang袁GENG Junlong袁et al 渊216冤
Effects of Bone-setting Manipulation on Hemorheology袁ET and CGRP of
Cervicogenic Sudden Hearing Loss in Model Rabbits
ZHOU Xiang袁HE Jiaying袁GAO Ting袁et al 渊219冤
Effect of Sinomenine on the Immune Response in the Rat Model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WANG Xinglin袁LUO Xia袁SUN Jianqin袁et al 渊222冤
The Influence of Toddalia Asiatic Extract in Tujia Medicine on the Level of
Serum SOD and MDA in Rats with Limb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LU Weizhong袁ZHOU Jie袁JIANG Renjian袁et al 渊22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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