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刊 1992年 10月创刊 第 26卷 第 8期渊总第 232期冤 2017年 8月 15日出版

誖

允韵哉砸晕粤蕴 韵云 耘酝耘砸郧耘晕悦再 陨晕 栽砸粤阅陨栽陨韵晕粤蕴 悦匀陨晕耘杂耘 酝耘阅陨悦陨晕耘

·研究报告·
复元醒脑汤对急性脑梗死渊风痰瘀阻证冤患者凝血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陈振翼袁方邦江袁刘 月袁等渊1317冤
复方强心汤联合体外反搏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渊气虚血瘀水停证冤的临床研究

任 龙袁宫丽鸿渊1320冤
脓毒症常见中医证型与患者炎症反应尧器官功能及病情危重程度关系的研究

金灵燕袁孔 立袁董晓斌袁等渊1323冤
桑芪首乌片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的降压作用和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影响

陈 斌袁程馨缘袁魏丹霞袁等渊1326冤
穴位埋线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的系统评价 吴 萍袁周逸伦袁徐铭阳袁等渊1330冤
扶正化瘀方对慢性肝损伤大鼠慢加急性肝衰竭形成的预防作用

汪增秀袁廉亚男袁谭善忠袁等渊1333冤
土贝母皂苷乙诱导非小细胞肺癌 A549细胞凋亡的研究

陈洋洋袁王瑞莉袁王 斌袁等渊1336冤
活血通络化痰方对急性脑梗死模型大鼠血液流变学指标尧血浆胆红素及氧化

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影响 刘 博袁王 婧渊1340冤
膝痛方对木瓜蛋白酶诱导的兔膝骨关节炎模型 IL-1茁尧TNF-琢尧MMP-3的影响

向文远袁融 恺袁郎 毅袁等渊1343冤
羟基红花黄色素 A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中的影响及其机制

文 军袁熊慧生袁巫桁锞袁等渊1347冤
青柏溃结汤对溃疡性结肠炎大鼠疗效的研究 张 林袁吴洁琼袁张 伟袁等渊1352冤
芪参益心汤治疗甲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研究 马丽娜袁赵永法袁赵 娜袁等渊1355冤
针刺治疗急性缺血性中风的临床实验分析 周 鑫袁周亚军袁张怀波袁等渊1358冤
超微针刀结合三维平衡整脊治疗颈性眩晕的临床研究

王 红袁江高峰袁苏 波渊136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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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素对慢性肾衰大鼠肾组织细胞凋亡的抑制作用与机制研究 杨雅楠渊1364冤
上感颗粒对肺炎链球菌感染性肺炎小鼠白细胞尧C反应蛋白和肺指数的影响

李津金袁王毅军袁芮庆林袁等渊1368冤
蜡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渊气血瘀滞证冤的临床研究 杨东靕袁钱 吹渊1372冤
·薪火传承·

刘建秋教授运用气机理论治疗哮喘经验总结 李竹英袁李华静渊1376冤
徐娟教授治疗子宫切口憩室的经验探析 秦宗梅袁杨曼曼渊1378冤
姜德友教授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经验 张 宇渊1381冤
刘伟胜教授治疗急性肺栓塞经验 谢东平袁韩 云渊1383冤
向希雄教授从鼻咽论治小儿咳嗽变异性哮喘 危艳青渊1386冤
·证治探讨·

从化理论与哮喘急性发作期的关系探析 田仓瑜琦袁宋 红渊1389冤
痛症证治探讨 邓 颖袁夏 敏袁张利梅袁等渊1392冤
浅析中医野胃气冶理论在胃肠疾病手术前后的应用 赵 曼渊1394冤
·医籍研析·

湿温病源流考 姜德友袁吴佳姝渊1397冤
·实验报告·

参附注射液对心力衰竭大鼠氧化应激及细胞凋亡的影响

邓 萌袁郭 丽袁张 丽渊1401冤
·综 述·

代谢组学在痛风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 李倩倩袁刘秋萍袁韦双双袁等渊1405冤
中医学救治心肺脑复苏现状与展望 曾瑞峰袁刘相圻袁丁邦晗袁等渊1409冤
中医药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的研究概况 邵伟凤袁万全庆渊1413冤
清热解毒法在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中的应用分析

徐桂琴袁李 晗袁李雪苓渊1416冤
中医药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及机制探讨 罗 超袁杨 毅渊1418冤
病毒性心肌炎中医辨证论治近况纂要 符佳美袁周亚滨袁孙 静渊1423冤
·临床观察·

纳米雄黄外用治疗乳腺癌破溃创面的临床观察 王海媚袁刘寨东渊1427冤
三步定眩推拿法治疗颈性眩晕临床观察 张万里袁王双双袁李华东渊1430冤
中药熏蒸联合针灸治疗脑梗死后肌张力增高的临床观察 孙芳芳袁蔡 蔚渊1433冤
子午流注纳甲针法治疗中风后遗症渊气虚血瘀证冤的临床观察

袁 雷袁郭玮华袁吴绍华渊1436冤
清脓汤治疗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临床观察 张 旗袁陈中沛渊1439冤
温针灸联合西药治疗非糜烂性反流病的临床观察 杨悦榕袁马卫平渊1441冤
中药联合刺络拔罐治疗带状疱疹急性期的临床观察 毛晓燕袁沈胡刚渊1444冤
柴芩清宁胶囊治疗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之风温病热袭肺卫证临床观察

魏金玲袁黄小民袁刘亚粉袁等渊144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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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灸联合耳穴埋豆治疗肛肠术后尿潴留的效果观察

谢晓梅袁杨光静袁徐 月袁等渊1449冤
基于免疫调理的中药抗炎合剂对严重脓毒症患者治疗作用的研究

杨兴才袁韦 红袁郑天虹袁等渊1451冤
三重推拿透刺法治疗颈椎病急性期的临床研究

曾 伶袁周其英袁宋军立袁等渊1454冤
疏风解毒汤药对带状疱疹临床疗效尧后遗神经痛及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

杨丽云袁黄尧洲袁郎 娜渊1457冤
深刺耳前 2穴结合耳尖刺血治疗突发性耳聋临床观察

侯志鹏袁包永欣袁相永梅袁等渊1460冤
自拟补肾壮筋中药汤剂辅助治疗骨质疏松性骨折的临床观察

陈献锦袁王辉敏渊1462冤
针灸通督法联合康复训练对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平衡功能的影响

郑德松袁董 静渊1465冤
疏风解毒胶囊治疗急性气管-支气管炎渊风热犯肺证冤临床观察

谭晓纯袁何 宁渊1467冤
中西医综合治疗肘关节骨折的效果观察 卓益奋渊1470冤
中医分期疗法联合经皮微创内固定术治疗胫骨骨折患者疗效观察

吕士金袁桑 敏渊1472冤
磷酸奥司他韦联合抗病毒口服液治疗甲型 H1N1流感的临床观察

刘 红袁徐瑞芳渊1474冤
中药联合中波紫外线促进骨折愈合及功能恢复的作用研究

刘金辉 聂喜增 李 锋袁等渊1476冤
自拟益气化瘀汤加味治疗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渊气虚血瘀证冤临床观察

许鸿燕袁张在勇渊1479冤
回阳九针穴治疗椎动脉狭窄颈性眩晕急性发作 李其勇渊1481冤
散寒舒筋中药湿热敷联合硫酸氨基葡萄糖治疗膝骨关节炎渊风寒痹阻证冤

临床观察 刘 贵渊1484冤
温阳益气中药辅助腹腔热灌注方案治疗晚期卵巢癌继发腹腔积液疗效观察

陈淑卿袁华育晖渊1487冤
自拟益气通阳除痹汤联合西药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的临床观察

杜高勇袁刘 毅渊1490冤
补气祛瘀中药联合布地奈德福莫特罗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发作临床观察

李国政袁杜世拔袁陈 荣袁等渊1493冤
·临证体会·

化湿升清法治疗眩晕临床体会 王建东袁黄小波渊1496冤
理气化痰降浊法论治胸痹心痛渊痰浊内阻证冤 王莹威袁刘新宇袁曹德汉渊1498冤
葛根芩连汤加减治疗放射性肠炎急性期的分析及体会

黄汝芹袁郑 瑾袁张兰会袁等渊1500冤
·护 理·

中医临床护理路径在外感高热患者中的应用 潘朝霞袁奚肇庆渊150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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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n Effects of Fuyuan Xingnao Decoction on Coagulation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CHEN Zhenyi袁FANG Bangjiang袁LIU Yue袁et al 渊1317冤
Clinical Research of Qiangxi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Enhanced External
Counter Pulsation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of Qi Deficiency袁
Blood Stasis and Water Retention Syndrome
REN Long袁GONG Lihong 渊1320冤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CM Syndromes of Sepsis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袁Organ Function and Diseaseseverity
JIN Lingyan袁KONG Li袁DONG Xiaobin袁et al 渊1323冤
Effects of Sangqi Shouwu Decoction on Blood Pressure and Renin Angiotensin
System in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
CHEN Bin袁CHENG Xinyuan袁WEI Danxia袁et al 渊1326冤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Therapeutic Effect of Acupoint Catgut Embedding
on Lumbar Disc Herniation
WU Ping袁ZHOU Yilun袁XU Mingyang袁et al 渊1330冤
The Prevention Effect of Fuzheng Huayu Decoction渊FZHY冤 on the Formation of
Acute on Chronic Liver Failure in Rats Suffering From Chronic Liver Injury
WANG Zengxiu袁LIAN Ya忆nan袁TAN Shanzhong袁et al 渊1333冤
Research on Apoptosis of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A549 Induced by
Tubeimosides域
CHEN Yangyang袁WANG Ruili袁WANG Bin袁et al 渊1336冤
Influence of Huoxue Tongluo Huatan Decoction on Blood Rheology袁Plasma
Bilirubin and Oxidiz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evel in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Rat Model
LIU Bo袁WANG Jing 渊1340冤
Effect of Xitong Deco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IL-1茁袁TNF-琢 and MMP-3
in Rabbit Model of Knee Osteoarthritis Induced by Papain
XIANG Wenyuan袁RONG Kai袁LANG Yi袁et al 渊1343冤
Effects of Hydroxysafflor Yellow A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Its Mechanism
WEN Jun 渊1347冤
Study on Effects of Qingbai Kuijie Decoction on Ulcerative Colitis Rats
ZHANG Lin袁WU Jieqiong袁ZHANG Wei袁et al 渊1352冤
Clinical Study on Shenqi Yixin Decoction on Hyperthyroid Heart Failure
MA Lina袁ZHAO Yongfa袁ZHAO Na袁et al 渊1355冤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Acupuncture on Acute Ischemic Stroke
ZHOU Xin袁ZHOU Yajun袁ZHANG Huaibo袁et al 渊1358冤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Ultrastructural Acupotomy Combined with Three-
dimensional Balance Chiropractic on Cervical Vertigo
WANG Hong袁JIANG Gaofeng袁Su Bo 渊1361冤
Inhibitory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Allicin on Apoptosis of Renal Tissue in
Ra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YANG Yanan 渊1364冤
Effects of Shanggan Granule on White Blood Cell袁CRP and Lung Index in
Mice with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LI Jinjin袁WANG Yijun袁RUI Qinglin袁et al 渊1368冤
Clinical Research on Needle Warming Moxibustion Combined with Mud
Wax Therapy of TCM on Lumbar Disc Protrusion of the Blood Stasis Type
YANG Dongzheng袁QIAN Chui 渊137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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