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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夹脊电针联合甲基强的松龙渊MP冤对 ASCI大鼠脊髓组织病理形态学影响的
时效关系实验研究 李晓宁袁单筱淳袁吴 磊袁等渊941冤

参附注射液对大鼠急性肺损伤保护作用的实验研究 沈琪琦袁乔建瓯渊944冤
基于数据挖掘分析黄世林教授治疗重症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用药规律

方永光袁陈楠楠袁李 岩渊947冤
苍术酮对急性肺损伤小鼠血清细胞因子和 TLR7信号通路的影响

陈天阳袁薛建华袁侯天禄袁等渊952冤
经皮穴位电刺激对开颅肿瘤切除术术后恶心呕吐的防治作用研究

李春辉袁李洪亮袁陈 涛渊956冤
基于结肠黏膜 ICAM-1探讨芍药汤对溃疡性结肠炎渊胃肠湿热证冤大鼠的作用机制

罗 敏袁杜英杰袁吴 强袁等渊959冤
养心汤对慢性心力衰竭模型大鼠血清 PRA尧Ang域尧ALD的影响

皇甫海全袁孙 静渊963冤
针刺经验对针灸即刻降压效果影响的临床研究 石筝筝袁申子龙袁梁腾霄袁等渊966冤
芪棱汤对动脉粥样硬化性脑梗死患者内脂素水平及血瘀证的影响

邓世芳袁陈 威袁卞 伟袁等渊970冤
白芍总苷对脑缺血再灌注后细胞凋亡抑制作用的研究 史晴晴袁于红梅渊973冤
·薪火传承·

王业皇教授辨证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证治思想撷英 徐素婷袁王业皇渊976冤
何庆勇运用吴茱萸汤的经验 王 辉袁高 雅袁何庆勇渊979冤
王小奇主任医师诊治缺血性结肠炎经验 刘苏娅袁叶 蔚袁王小奇渊981冤
杨雪源教授治疗激素依赖性皮炎经验探析 任 禾袁杨雪源渊985冤
·证治探讨·

恶性肿瘤并发出血的中医辨证施治 王海媚袁刘寨东渊987冤
从重症角度论野邪之所凑袁其气必虚冶与野虚不受补冶

喻 灿袁王 凌袁李旭成袁等渊99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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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风活血法论治胸外科手术后顽固性咳嗽 胡 晶袁陈宪海渊992冤
广州地区鼻鼽渊肺脾气虚证冤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许译壬袁阮 岩渊995冤
广州市流感样病例与气象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袁海浪袁李 芳渊999冤
·医籍研析·

叶伤寒论曳中大黄配伍规律的探析 庞 莉袁葛信国渊1002冤
·急症建设管理·

重症肝炎中医药防治信息管理平台研究与设计

雍苏南袁龙远雄袁张 涛袁等渊1005冤
·急症教学研究·

中医院急诊科临床带教体会 王 林袁时 光袁刘 南袁等渊1008冤
·综 述·

中医药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最新研究进展 杨小纯袁刘 维袁吴沅皞渊1011冤
高位复杂性肛瘘括约肌保留术式的分类研究概述

原小千袁陆金根袁曹永清渊1014冤
针灸治疗中风后肢体痉挛研究进展 罗 梦袁詹珠莲袁周国平渊1018冤
·临床观察·

清肺利咽汤联合穴位外敷治疗小儿疱疹性咽峡炎的临床观察

李巧香袁詹红艳袁刘贵云渊1022冤
养心汤加减对病毒性心肌炎渊气阴两虚证冤患者心肌酶的影响

于海睿袁皇甫海全袁周亚滨渊1026冤
郑氏头痛方治疗经行头痛渊肝火旺盛证冤临床观察

刘晓燕袁钱 娟袁宋银花袁等渊1028冤
经颅磁刺激联合针刺治疗脑卒中后吞咽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观察

钮雪康袁杜宇鹏袁庞锦阔袁等渊1031冤
清热利咽汤联合头孢硫脒治疗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临床观察

刘 敏袁何 彦袁杨继君渊1033冤
蒙药塔里必古鲁其汤熏蒸疗法对踝关节骨折功能恢复的影响

巴虎山袁那日苏渊1036冤
祛风化痰宣肺平喘方联合沙美特罗替卡松粉雾化吸入治疗咳嗽变异性

哮喘风痰交阻证临床疗效 江君萍渊1038冤
小儿高热惊厥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王玉勉袁彭 丰袁何梅玲袁等渊1041冤
特色脐疗法治疗胃脘痛渊虚寒型冤的临床研究 孙凌蓉袁黄米雪袁吴春扬渊1044冤
平衡复位正脊法治疗急性低频感音神经性聋患者临床研究

周 翔袁何嘉莹袁田俊松渊1047冤
疏风解毒胶囊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伴发热渊风热证冤临床观察 胡咏华渊1050冤
足三里穴位注射新斯的明联合大承气汤对脓毒症患者胃肠功能的影响及其

机制探讨 通 晴袁 胡 苏渊1052冤
醒神通腑方联合胞二磷胆碱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昏迷疗效及对 VCAM-1尧

IL-10尧TNF-琢的影响 黄志平袁张俊锋袁洪 枫袁等渊1055冤
自拟平悸复脉方对急性心肌梗死后快速心律失常的疗效及对 HSP70和

NF-资B表达的影响 李术先袁王 丽袁刘 涛渊1058冤



中国中医急症

月刊 员怨怨圆年 员园月创刊
第 26卷 第 6期渊总第 230期冤
圆园员7年 6月员5日出版

本刊为

中华中医药学会系列期刊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中医药优秀期刊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穴光盘版雪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穴遴选雪数据库收录期刊

承 办

重庆市中医研究院

协 办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泰安渊四川冤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济人药业有限公司

广告代理

北京纵横杏林广告有限公司

编辑部主任

张洪雷

编辑人员

江 洪 张洪雷 安 浚

王 珏 蔡雨菲 江 莎

寇明星 侯 彬

本 期

责任编辑 江 莎

责任校对 王 珏

英文译校 曾 峥 蔡雨菲 侯 彬

魏 知

期刊基本参数

悦晕缘园原员员园圆 辕 砸鄢员怨怨圆鄢皂鄢员远鄢员88
鄢扎澡鄢责鄢预员园援园园鄢鄢64鄢圆园员7原06

益气解毒通腑法对危重症术后胃肠功能障碍患者胃肠运动及肠黏膜屏障功能的

影响 方 军袁李艳丽袁李 兰袁等渊1061冤
清热解毒活血法对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内皮功能的影响

刘 景袁马哲河袁马 红渊1064冤
消风散对急性荨麻疹患者中医证候积分及变态反应指标的影响

刘尚全袁聂明攀袁方际翠渊1066冤
清热毒颗粒对骨筋膜室综合征切开减张术后 CK尧LDH尧AST含量影响的临床观察

彭智浩袁缪杰佳袁赵崇智袁等渊1069冤
参附注射液对脓毒性休克患者急性肾损伤的保护作用

陈如杰袁郭献阳袁王本极袁等渊1072冤
宣肺泄热汤内服外敷治疗小儿肺炎咳嗽渊风热犯肺证冤疗效观察

李德丽袁李晓庆袁于 卓袁等渊1075冤
粤北部分肛痈患者的证型尧体质分布及防治研究 邹占全袁刘成伟渊1078冤
清胰承气汤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的临床观察及对炎症因子的影响 高 媛渊1080冤
电针对老年全麻手术患者术后早期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郭 波袁谢 亮袁邓 田袁等渊1083冤
过敏煎合三子养亲汤加减治疗过敏性支气管炎的临床观察 彭媛媛渊1086冤
吴门医派建中强心颗粒对心力衰竭渊气阳虚证冤患者心率变异性的影响

万洪峰袁戴友平渊1089冤
针刺联合止血带运动疗法对基底节区脑出血术后偏瘫患者步行功能的影响

林 兵渊1091冤
银屑平丸对银屑病急性期患者表皮组织 VEGF尧KGF和 AREG的影响

张 霞袁康晓晶袁缪泽群袁等渊1094冤
利湿和血汤辅助美沙拉嗪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疗效及对生活质量尧炎症免疫细胞

因子水平的影响 费香勇渊1097冤
滋肾祛瘀汤辅助西医治疗骨质增生性腰痛临床观察 俞鹤松袁周国万渊1100冤
肺健脾益肾法联合穴位贴敷治疗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渊肺肾气虚证冤临床观察

朱桂松袁吴同启袁傅元冬袁等渊1103冤
多烯磷脂酰胆碱联合舒胆汤用于保胆取石术后临床观察 侯海春袁赵明合渊1106冤
创伤性胫腓骨骨折患者术后加用益气生血汤临床观察 吴泉州袁吕国强渊1109冤
独活寄生汤配合针刺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SP及 TNF-琢的影响

赵 永袁黎华茂渊1112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肾炎的疗效观察 李惠莉袁朱 虹渊1114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临床疗效观察 潘建兴渊1117冤
中药内服联合透敷用于腰椎手术患者的临床观察

陈贵全袁王 伟袁胡旭光袁等渊1119冤
中药熏洗在肌腱断裂术后康复中的临床应用 李超光渊1122冤
·临证体会·

小半夏加茯苓汤治疗化疗相关性恶心呕吐的分析及体会

张 辉袁田纪凤袁郑 瑾袁等渊1124冤
·护 理·

急诊流程再造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的应用 黄妙纯袁蔡海荣袁黄秋萍渊112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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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ime-effect Relationship of Jiaji Electroacupuncture and

MP 渊Methylprednisolone冤 on Spinal Cord Tissue Pathomorphology in ASCI Rats

LI Xiaoning袁SHAN Xiaochun袁WU Lei袁et al 渊941冤
Protective Effects of Shenfu Injection on Acute Lung Injury in Rats

SHEN Qiqi袁QIAO Jianou 渊944冤
Analysis on Professor Huang Shilin忆s Medication Experience for

Severe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with Data Mining Methods

FANG Yongguang袁CHEN Nannan袁LI Yan 渊947冤
Effect of Atractylon on Serum Cytokines and TLR7 Signaling Pathway in

Mice with Acute Lung Injury

CHEN Tianyang袁XUE Jianhua袁HOU Tianlu袁et al 渊953冤
Effect of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Acupoint Stimulation on PONV after

Craniotomy for Tumor Resection

LI Chunhui袁LI Hongliang袁CHEN Tao 渊956冤
Discussion of the Mechanism of Peony Decoction on Gastrointestinal-syndrome

Ra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Based on Colonic Mucosa ICAM-1

LUO Min袁DU Yingjie袁WU Qiang袁et al 渊959冤
The Effect of Yangxin Decoction on PRA袁Ang II and ALD of Rats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Model

HUANGPU Haiquan袁SUN Jing 渊963冤
Clinic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Acupuncture Experience on Immediate

Antihypertensive Effect of Acupuncture

SHI Zhengzheng袁SHEN Zilong袁LIANG Tengxiao袁et al 渊966冤
Influence of Qileng Decoction on Serum Visfatin and Blood Stasis Syndrom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Atherosclerotic Cerebral Infarction

DENG Shifang袁CHEN Wei袁BIAN Wei袁et al 渊970冤
Inhibitory Effects of Total Glucosides of Paeony on Apoptosis in the Rats

with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SHI Qingqing袁YU Hongmei 渊973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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