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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基于 Th1细胞功能研究中药合地塞米松对哮喘大鼠 pJAKs/pSTATs的影响

唐秀凤袁李晓曦袁年宏蕾袁等渊753冤
活血凉血法对氧糖剥夺大鼠星形胶质细胞内神经营养因子的影响

石冬燕袁朱 元袁常 诚渊756冤
参附注射液预处理改善大鼠急性脑梗死后氧化应激的实验研究

陈 静袁冷 静渊761冤
近年中医文献中药治疗脓毒症的用药情况分析 赵国桢袁赵京霞袁陈腾飞袁等渊764冤
肾衰饮对慢性肾功能衰竭大鼠 ATF6/CHOP通路的作用研究 刘 烨袁马晓燕渊768冤
连术颗粒联合头孢美唑钠治疗细菌性肺炎疗效及对血浆内毒素的影响

刘 珺袁王 博袁颜琼枝袁等渊771冤
中药肾毒宁颗粒对慢性肾衰大鼠肾保护作用及其机制的实验研究

熊荣兵袁张 婷袁何立群袁等渊775冤
痰瘀伏邪与冠心病心衰心功能分级尧N端前脑钠素及心脏超声指标相关性研究

石 锐袁孟文宜袁王国强袁等渊779冤
射干麻黄汤对哮喘小鼠模型气道炎症及血清 IL-6尧IL-10水平的影响

隋博文袁李明虎袁翟平平袁等渊783冤
平肝止痛颗粒对偏头痛渊肝阳上亢型冤大鼠血浆中 ET尧PENK含量的影响

秦 瑞袁金 曦渊786冤
内科危重症患者中医野虚实冶特点的临床研究 石筝筝袁刘清泉袁吴彦青袁等渊789冤
姜黄素对 Lewis肺癌裸鼠 Bcl-2尧Bax和 P53蛋白表达的影响

叶宗鉴袁李 靖袁黄 彦渊794冤
辣椒素对脑缺血再灌注大鼠的保护作用及机制探讨

李群英袁何清华袁徐 露袁等渊797冤
隔物灸治疗膝骨关节炎临床疗效与安全性的 Meta分析

张荣洪袁周小莉袁张 莹渊79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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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传承·
周亚滨教授治疗心绞痛临床经验撷菁 赵永法袁马丽娜袁皇甫海全袁等渊804冤
名老傣医康朗香诊治急性风湿性关节炎的经验介绍

潘立文袁李光富袁李海艳袁等渊806冤
王勇教授治疗创伤性深静脉血栓的学术经验 简功辉袁李冬春袁黄永松袁等渊809冤
赵建国教授治疗不安腿综合征经验拾萃 王海荣袁尹丽丽袁李孟汉袁等渊812冤
邴雅珺主任医师治疗老年性胸痹经验 丁欢阳袁郭腾飞袁孙 涛袁等渊814冤
陈伯钧教授治疗冠心病经验探析 陈冬杰袁郭永宁袁张为章袁等渊817冤
·证治探讨·

从虚劳论治重症迁延期的理论探讨及虚劳渊重症迁延期冤概念的提出

范铁兵袁杨志旭渊819冤
从野毒尧瘀尧虚冶论治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探析 骆长永袁王 双袁李 雁渊823冤
大络刺血配合解结针法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临床体会

刘 烨袁米建平袁莫晓文渊827冤
窑文献分析·

电针治疗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 Meta分析 吴 萍袁徐铭阳袁张媛媛袁等渊830冤
窑思路与方法·

以 ABCA1为靶点的补肾中药复方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思路探讨
李杉杉袁申定珠袁陈 川袁等渊834冤

·综 述·
中医药治疗外感发热的研究进展 陈天阳袁成 扬袁陈建杰渊838冤
麻杏甘石汤加减治疗小儿支气管肺炎的研究进展

王恩杰袁张朝霞袁王晓燕袁等渊841冤
活血化瘀疗法治疗出血性脑卒中的中西医研究进展 彭 形袁罗 超渊845冤
·临床观察·

益气活血法治疗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的临床观察

王 筠袁庄锦莉袁黎 江袁等渊848冤
扶阳救逆针刺法对感染性休克患者 T细胞亚群的影响

曾维忠袁吴双华袁袁光辉袁等渊851冤
独活寄生汤联合 PCN治疗椎间盘源性腰痛的临床观察

唐广军袁夏建龙袁蔡 平袁等渊854冤
健脾平溃汤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急性期的临床观察及对炎症因子的影响

陈伟丽袁李春耕袁王铁钢袁等渊857冤
益肺平喘汤联合穴位贴敷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观察

李巧香袁刘贵云袁詹红艳渊860冤
自拟温阳化痰通络汤治疗卒中相关性肺炎渊阳虚痰瘀阻络证冤的临床观察

焦玉娟袁孙培军袁张连勇渊863冤
中药治疗妊娠恶阻疗效观察 刘凤霞袁米海霞渊866冤
益气固表通窍法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疗效观察 黄攀峰袁黄秋节渊869冤
化痰活血祛瘀法对急性心梗合并急性左心衰支架植入术后心肌血清学标志物

及超声心动图的影响 赵立岩袁邵 峰渊87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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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时机对脊柱手术患者术后免疫因子水平和胃肠道反应的影响

陈 滨袁张闽光袁冯 宇渊875冤
经方治疗急性肠胃炎 220例临床观察 卢 毅袁谢慧民袁刘 薇袁等渊878冤
丁苯酞氯化钠联合通脑活络针刺法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的临床观察

张敬华袁惠 振袁赵 峰袁等渊880冤
自拟中药方剂穴位贴敷结合美沙拉嗪栓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急性发作的疗效观察

郭颂铭袁宋献文渊883冤
疏风解毒胶囊治疗急性化脓性中耳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裴 磊渊886冤
三藤三土四妙汤结合超声疗法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杨 洋袁刘 达袁张启东袁等渊889冤
颈椎定点旋转扳法治疗寰枢关节紊乱症的临床观察

程五中袁巫熙南袁阴祖新渊892冤
穴位注射治疗急性主观性耳鸣的临床研究 周 昕袁雷 刚袁任全伟袁等渊895冤
半夏泻心汤辅助治疗化疗药物所致胃肠道反应临床疗效 龚仪棠渊897冤
牵拉旋髋法为主治疗成人髋关节滑膜炎临床观察 刘渝松渊900冤
脑康方治疗缺血性中风恢复期渊气阴两虚尧瘀血阻络证冤疗效观察

袁婷婷袁顾月星袁宋 俊袁等渊903冤
瘀毒清对冠心病介入术后再狭窄的防治作用

张 超袁李正兰袁杜宗礼袁等渊906冤
痰热清注射液雾化吸入佐治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疗效观察

徐伟俊袁孙潇君袁丁明罡袁等渊908冤
补肾活血汤辨证加减治疗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的疗效观察

蔡志刚袁张 曦袁高 俊袁等渊911冤
Mckenzie手法联合肌内效贴布对运动后下腰痛患者的临床观察

杜 娟袁胡晓雷渊914冤
不同剂量参附注射液对急性心力衰竭的疗效分析

宋永欣袁安朋朋袁闫志兴袁等渊916冤
改良下肢损伤洗方经离子导入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的临床观察

姜仁建 周 杰渊919冤
消肿散防治输液性静脉炎的疗效观察 曲文巧 王熙祯 王 丽渊921冤
生脉注射液联合葛根素治疗 2型糖尿病合并急性非 ST段抬高心肌梗死疗效观察

王福琴袁肖 辉袁刘 政袁等渊924冤
疏风解毒胶囊治疗普通感冒后咳嗽的疗效观察 韩玉萍袁董红英渊926冤
灯盏花素联合补气祛瘀中药治疗 AECOPD疗效及对免疫球蛋白尧氧化应激

指标的影响 施伟林袁陈 茜渊929冤
·临证体会·

辨少阳病和大柴胡汤在神昏伴腑实证候重症患者治疗中的重要性

彭晓洪袁任伟明袁刘文琛袁等渊932冤
·护 理·

路径式综合护理对痛风患者疼痛及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

何 英袁舒丽娟袁杜小清袁等渊935冤
中医整体护理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康复中的应用

陈少如袁郭永宁袁张为章袁等渊93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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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ed with Dexamethasone on
pJAKs/pSTATs in Asthmatic Rats Based on Th1 Cell Function
TANG Xiufeng袁LI Xiaoxi袁NIAN Honglei袁et al 渊753冤
Effect of Blood-Activating and Cooling-blood Method on Neurotrophin in
Astrocytes of Oxygen-glucose Deprived Rats
SHI Dongyan袁ZHU Yuan袁CHANG Cheng 渊756冤
Experimental Study of Simvastatin Preconditioning on Oxidative Stress in
Ra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CHEN Jing袁LENG Jing 渊761冤
Analysis of Using of Chinese Herbs in Treatment of Sepsis in Recent Years
ZHAO Guozhen袁ZHAO Jingxia袁CHEN Tengfei袁et al 渊764冤
Effect of Lianzhu Granule Combined with Cefmetazole on Bacterial Pneumonia
and Plasma Endotoxin
LIU Jun袁WANG Bo袁YAN Qiongzhi袁et al 渊771冤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henduning Granule on
Renal Failure Model Rats and its Mechanism
XIONG Rongbing袁ZHANG Ting袁HE Liqun袁et al 渊775冤
A Correlative Study on Insidious Pathogen of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with
Cardiac Functional Grading袁NT-proBNP and Echocardiography of
Patients with CHD-Related Heart Failure
SHI Rui袁MENG Wenyi袁WANG Guoqiang袁et al 渊779冤
Effect of Pinggan Zhitong Granule on ET and PENK Content in Blood Plasma
of Migraine Rats with Hyperactivity of Liver-yang
QIN Rui袁JIN Xi 渊786冤
Clinical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Guided by
TCM Syndrome Identification
SHI Zhengzheng袁LIU Qingquan袁WU Yanqing袁et al 渊789冤
Effects of Curcumin on Bcl-2袁Bax and p53 Expression in Lewis Lung Nude Mice
YE Zongjian袁LI Jing袁HUANG Yan 渊794冤
Effect of Capsaicin on the Rat Model of Cerebral Focal Ischemia with
Reperfusion and its Mechanism
LI Qunying袁HE Qinghua袁XU Lu袁et al 渊797冤
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Indirect Moxibustion on
Knee Osteoarthritis
ZHANG Ronghong袁ZHOU Xiaoli袁ZHANG Ying 渊79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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