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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急性脑梗死不同中医证型与 NIHSS评分时相性演变的相关性研究

陈振翼袁方邦江袁刘 月袁等渊1129冤
芎芷地龙汤不同时间预防给药对偏头痛动物模型 PKC酌尧PKC着 mRNA的影响

胡 坤袁王永丽袁赵永烈袁等渊1134冤
荷丹片对动脉粥样硬化 ApoE渊-/-冤小鼠血清 IL-1茁和 TNF-琢表达的影响

孙龙飞袁徐风燕袁葛振嵘袁等渊1137冤
复心汤对心衰大鼠 DAG-PKC信号通路的影响 薛一涛袁刘 鹏袁焦华琛袁等渊1141冤
青白灌肠液对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临床疗效及炎性因子尧黏附因子的影响

杨 磊袁李 莹袁袁星星袁等渊1145冤
青藤碱对大鼠小肠移植后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

周 利袁杨莎莎袁吴胜英渊1149冤
加味大承气汤对急性胰腺炎模型大鼠血清炎症因子及细胞凋亡的影响

郇义超袁赵 佳渊1152冤
膝痹消熏洗颗粒药效学研究 郭 亮袁郭剑华袁刘渝松袁等渊1156冤
泄浊排毒方对慢性肾脏病大鼠模型蛋白结合型尿毒症毒素清除的影响

戴铭卉袁孔 薇渊1160冤
清肺方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相关间质性肺炎模型大鼠的 TGF-茁1作用的实验研究

钱 康袁范永升渊1163冤
纤维环穿刺结合 TNF-琢注射构建大鼠尾椎间盘退变模型的实验研究

夏炳江袁张 磊袁胡松峰袁等渊1167冤
白芍总苷对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保护作用的研究

史晴晴袁杜 欢袁于红梅袁等渊1172冤
黄芪保心汤对心肌缺血大鼠的血流动力学和凋亡作用的研究

潘勇军袁方邦江袁俞志刚袁等渊1175冤
·述 评·

黄星垣研究员辨治内科高热急症思想探析 王成虎袁李延萍袁李群堂渊117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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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传承·
傅志泉教授论治胃食管反流病经验 周敏杰袁李苗华袁傅志泉渊1180冤
朱生樑教授论治非糜烂性胃食管反流病经验总结 徐亭亭袁朱生樑渊1183冤
毛得宏教授治疗鼻衄经验探析 厍红红袁彭 川袁毛得宏渊1186冤
·证治探讨·

系统性红斑狼疮慎用野附桂冶临床证治探析 周志强袁李倩倩袁李海昌袁等渊1188冤
基于心脾相关理论指导临床野从脾论治冶心系疾病的现状

田 苗袁陈智慧袁张 哲袁等渊1191冤
半夏泻心汤治疗脓毒症胃肠功能障碍探讨 孔 立袁田正云袁张飞虎袁等渊1194冤
从野浊毒冶论治脓毒症 朱 海袁周仙仕袁叶 烨渊1197冤
基于野胃气冶思想应用益气通瘀法干预危重症患者胃肠功能障碍的探析

张 炎袁陈明祺袁姜建东袁等渊1200冤
·医籍研析·

叶伤寒论曳中针灸学治疗特色探讨 王 鹏袁沈 燕袁王 舒渊1204冤
·急症教学研究·

中医院心肺复苏培训和实践中的误区及对策探讨

杨 石袁何文锦袁刘 凡渊1207冤
·急症建设管理·

中医院校心肺复苏教学中贯彻学以致用的方法探索

纪晓栋袁刘诗怡袁余 锋袁等渊1211冤
·实验报告·

急性脊髓损伤后最佳干预时间窗的实验研究 李晓宁袁单筱淳袁吴 磊袁等渊1213冤
推拿对压力性尿失禁大鼠耻尾肌肌纤维的影响 吴致力袁王 钲袁易 锦袁等渊1215冤
正交试验法优选和胃抗逆丸制备工艺 刘洪伟袁谢微杳渊1218冤
·综 述·

开窍类中药增加血脑屏障通透性机制的研究进展

吴 超袁李新民袁张喜莲袁等渊1220冤
中医整脊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进展 冯 奇袁李文雄袁杨 锋渊1224冤
中医舌诊在冠心病诊断中的应用研究阐述 孙 静袁李 臻渊1229冤
冠心病患者 PCI术后中医药治疗研究进展 潘振亚袁邓 旻渊1232冤
·临床观察·

斜线超滤模式联合参附注射液对透析相关性低血压预防作用的临床研究

梁一鸣渊1235冤
藿钩退热散直肠滴注治疗小儿外感发热 60例临床观察

肖 韵袁周 可袁熊梦颖袁等渊1238冤
不同组合治疗亨特氏面瘫疗效观察及对神经肌电图的影响

郭 飞袁谈 青袁吴桂琴袁等渊1240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临床观察

李景攀袁田 青袁张 章袁等渊1244冤
佳贝咳喘宁 2号治疗慢性喘息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期临床观察

刘 琴袁钱静燕袁冯绍中渊1247冤
通络泄热方辅助西药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渊血瘀热结证冤临床研究噎噎 雷 普渊124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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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清化汤治疗急性放射性肠炎的临床观察 噎噎 谷 丰袁李春耕袁刘振生袁等渊1252冤
中药外敷联合中波紫外线治疗骨折后软组织肿胀的临床观察

刘金辉袁聂喜增袁李 锋袁等渊1254冤
自拟补气滋阴方联合强化胰岛素方案治疗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临床研究

张庆梅渊1257冤
中药辅助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临床观察 邹启才渊1259冤
止眩通痹汤配合浮针治疗颈性眩晕渊痰瘀阻络证冤的临床研究

相宏杰袁苏日亮袁刁雅静袁等渊1262冤
四妙散联合西医治疗带状疱疹急性期疗效及对患者炎症因子的影响

杨云峰渊1264冤
压灸点穴治疗肩胛提肌损伤疼痛疗效观察 邓启龙袁吴耀持袁陈 辉袁等渊1267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流行性角结膜炎的临床观察 应志翔袁王若洁渊1269冤
喜炎平治疗老年重症肺炎患者预后与中医证候的相关性研究

张丽丽袁王桂莲渊1272冤
凉血消银汤联合西药治疗急性泛发性脓疱型银屑病的临床观察

杨丽云袁马瑞霞袁聂文忠渊1275冤
疏肝益气养营汤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性心脏病的临床研究

潘竞霞袁张 瑾袁李雅怡袁等渊1278冤
补中益气汤联合肠内营养治疗危重症患者胃肠功能障碍的临床观察

李 莉袁赵云燕袁罗小星袁等渊1281冤
解表止咳饮治疗急性支气管炎渊风热犯肺证冤临床观察

林泽辉袁林 静袁刘 筱袁等渊1283冤
黄芪注射液超声透入防治奥沙利铂相关神经毒性临床观察

张国铎袁胡陵静袁郭婷婷袁等渊1286冤
通腑泻肺活血方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渊痰热壅肺证冤合并急性胃肠
损伤临床疗效观察 吴国芳袁熊旭东袁林 丽袁等渊1288冤

应用无创脑水肿动态监护仪观察血府逐瘀汤治疗急性脑出血后脑水肿的

临床研究 熊 震袁黄宇星袁李成勋袁等渊1292冤
化痰祛瘀汤对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康复效果的影响 温岳峰渊1295冤
方便揿针留针候气治疗低中频下降型突聋 60例临床观察

梁 云袁雷 刚袁赵颜俐渊1298冤
活血化瘀方联合麦肯基疗法治疗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的临床观察

曾祥毅袁凌耀权袁关铭坤渊1300冤
升清降浊法治疗急诊脓毒症渊正虚邪恋证冤患者临床研究

肖阳春袁李 岩袁王国庆袁等渊1303冤
自拟益气复脉通络方对冠心病介入治疗后心绞痛疗效及对 VEGF尧sICAM-1尧

MMPs-9尧炎症因子表达的影响 何志明袁陈冬清袁吕小强袁等渊1306冤
·临证体会·

益气健脾法在慢性心力衰竭治疗中的应用 张瑞娟袁陆颖婷渊1309冤
·护 理·

老年髋部骨折患者围手术期深静脉血栓预防及护理对策

胡志芬袁阳燕妮袁卢卫忠渊1312冤
中医集束化护理在重症胰腺炎胃肠功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

赖伟兰袁蔡海荣袁郭永宁袁等渊131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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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韵晕栽耘晕栽杂 陨晕 月砸陨耘云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TCM Syndromes of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the Time Evolution of NIHSS Score
CHEN Zhenyi袁FANG Bangjiang袁LIU Yue袁et al 渊1129冤
Effects of Xiongzhi Dilong Decoction Preadministration on PKC酌 and
PKC着 mRNA in Migraine Animal at Different Time
HU Kun袁WANG Yongli袁ZHAO Yonglie袁et al 渊1134冤
The Effect of Hedan Deco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Interleukin-1茁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琢 of Atherosclerotic in ApoE渊-/-冤 Mice
SUN Longfei袁XU Fengyan袁GE Zhenrong袁et al 渊1137冤
Effect of Fuxin Decoction on DAG-PKC Signaling Pathway in Rats with
Heart Failure
XUE Yitao袁LIU Peng袁JIAO Huachen袁et al 渊1141冤
Effects of Qingbai Enema on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Adhesion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Ulcerative Colitis
YANG Lei袁LI Ying袁YUAN Xingxing袁et al 渊1145冤
Protective Effects of Sinomenine on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Following
Small Bowel Transplantation in Rats
ZHOU Li袁YANG Shasha袁WU Shengying 渊1149冤
Effect of Modified Dachengqi Decoction on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Cell Apoptosis in Ra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XUN Yichao袁ZHAO Jia 渊1152冤
Pharmacodynamics of Xibixiao Smoked and Washed Granule
GUO Liang袁GUO Jianhua袁LIU Yusong袁et al 渊1156冤
Effects of Xiezhuo Paidu Decoction on Protein Bound Uremia Toxin in Ra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DAI Minghui袁KONG Wei 渊1160冤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Qingfei Decoction on TGF- 茁1 in Ra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Associated Interstitial Pneumonia
QIAN Kang袁FAN Yongsheng 渊1163冤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audal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Model in Rats by Anulus Fibrosus Puncture Combined with
TNF-琢 Injection
XIA Bingjiang袁ZHANG Lei袁HU Songfeng袁et al 渊1167冤
Protective Effect of Total Glucosides of Paeony on Global Cerebral Ischemia -
reperfusion Injury SHI Qingqing袁DU Huan袁YU Hongmei袁et al 渊1172冤
Effect of Astragalus Heart-Protecting Decoction 渊AHPD冤 on Hemodynamic
and Apoptosis in Myocardial Ischemia Rats
PAN Yongjun袁FANG Bangjiang袁YU Zhigang袁et al 渊117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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