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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从雌激素受体探讨解毒祛瘀滋阴药对 SLE的治疗机制

王大维袁汪梅姣袁谷焕鹏袁等渊1505冤
冠心康对 ApoE-/-动脉粥样硬化小鼠血清血脂及炎性微环境的影响

徐华英袁王建茹袁王 凤袁等渊1509冤
通心络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中肥大细胞脱颗粒诱导的炎症反应的作用机制

黄 婷袁李绍旦袁李 涵袁等渊1514冤
益气活血胶囊的成型工艺研究 冯宇翔袁周 静袁李 敏袁等渊1517冤
高血压病合并脑梗死中医证型分布规律研究 雍苏南袁龙远雄袁阳赣萍袁等渊1519冤
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中医证型与危险因素的相关性研究

申 杰袁杨洁红袁徐 彬袁等渊1522冤
改良型激素性股骨头坏死小鼠模型的建立与评价

王继涛袁阮红峰袁付方达袁等渊1525冤
益气活血组方对急性缺血性心肌大鼠 PDGF表达的影响

胡国恒袁龚 纯袁王瑾茜袁等渊1529冤
姜黄素对蛛网膜下腔出血大鼠脑血管功能及血清 PDGF尧VEGF尧EGFR的影响

郭二坤袁米中波袁梁朝辉袁等渊1533冤
化痰通络汤对 MCAO大鼠脑保护作用及 HMGB1-TLR4-NF-资B信号通路的影响

姚欣艳袁 王迎春袁高晓峰袁等渊1536冤
益气活血组方对急性心梗模型大鼠 SDF-1尧CXCR4尧VEGF变化的影响

李伟钦渊1541冤
大蒜素对慢性肾衰大鼠贫血及血脂尧电解质代谢紊乱的影响

郭洋洋袁谭会斌渊1545冤
佛山地区脑梗死中医证型分布规律研究 李旷怡袁张英俭袁蔡海荣袁等渊1549冤
清毒调血方对脓毒症凝血功能紊乱干预的临床观察

顼志兵袁马金苗袁朱 杰袁等渊1551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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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传承·
陆金根教授应用中医药治疗肛痈经验撷英 张 强渊1554冤
凃晋文教授从外风立论治疗面神经炎学术思想 张 健袁陈 俊袁丁砚兵渊1557冤
刘茂才教授六经辨治头痛及常用药对经验总结 陈建锋袁陈佳群袁林 浩袁等渊1560冤
刘清泉教授应用中医药治疗脓毒症的临床经验 赵红芳袁江其敏渊1563冤
·证治探讨·

滋阴益气尧活血解毒法在糖尿病肾病治疗中的应用

刘 秀袁武明珠袁喻 嵘袁等渊1566冤
野清气分热冶理论在脓毒症治疗中的运用 朱晨晨袁王志琪渊1569冤
论野毒-管道-脏腑冶理论对癫痫诊治的指导意义

黄 琴袁隋立森袁谢海涛袁等渊1572冤
浅析汗法在外吹乳痈初期治疗中的应用 蔡国英袁沈君敏渊1576冤
·医籍研析·

狐惑源流考 姜德友袁陈俣萌渊1579冤
·思路与方法·

脓毒症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中医救治经验

苏玉杰袁李云华袁胡 瑞袁等渊1582冤
·急症教学研究·

形成性评价在中医院校重症医学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评价

赵 馥袁林新锋袁陈伟焘渊1586冤
·实验报告·

早期针刺对创伤性脑损伤大鼠血清 GFAP和 S-100B蛋白水平的影响
杜若桑袁苑鸿雯袁郑淑美袁等渊1589冤

参附注射液在家兔单肺通气中的肺保护作用 薛剑锋袁 陈东昊袁陈春婷渊1593冤
益气养阴健脾方对急性胃溃疡模型大鼠血清炎症因子尧行为学和表皮生长因子

表达的影响 韩啸峰渊1596冤
蒲参胶囊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后血清 bFGF和 BDNF蛋白表达的影响

朱 清袁姚蓓蓓袁吴明华渊1599冤
·综 述·

中医治疗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的研究进展 雷 程袁杨 颖渊1602冤
脓毒症的中医证候及其动态演变规律 方 华袁孔 立袁郝 浩袁等渊1606冤
从野毒冶野瘀冶野虚冶谈脓毒症的中医治疗进展 王宜艳袁陈 伟渊1609冤
小儿哮喘缓解期的中医药防治概况及展望 雍亚云袁李伟伟渊1613冤
疏风解毒胶囊治疗儿科疾病临床应用进展 吴启富渊1616冤
·临床观察·

加味芍药汤合美沙拉嗪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渊湿热蕴结证冤临床观察

盛儒丹袁石立鹏袁张金龙袁等渊1619冤
柴麻祛风汤治疗喉源性咳嗽临床疗效观察 高修霞袁陈 宁渊1622冤
早期应用中医药保护血脑屏障及改善颅脑损伤患者神经功能的作用探讨

周 逸袁刘宁宁袁熊 晖渊1625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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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利水泻肺饮联合胸腔内灌注化疗治疗肺癌胸腔积液临床研究

蔡定军袁万 斌渊1628冤
电针八髎穴治疗脊髓损伤后神经源性膀胱的临床研究

邓红卫袁魏 巍袁陈盈芳袁等渊1631冤
祛瘀化痰开窍方治疗急性脑梗死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临床观察

孙建光渊1633冤
大柴胡汤治疗中晚期消化道肿瘤癌性发热临床观察

张 辉袁田纪凤袁郑 瑾袁等渊1636冤
电针结合生物陶瓷火罐治疗背肌筋膜炎疗效观察

朱文姣袁张园园袁罗 菁渊1638冤
针刺壮医天部穴治疗后循环缺血性眩晕的疗效观察

张 艳袁 柯玲玲袁石 云袁等渊1641冤
清肺通腑汤治疗重症肺炎痰热壅肺证临床疗效及对炎症因子的影响

郑彩莲袁孙建光袁张素蕊袁等渊1643冤
生脉注射液治疗心肺复苏后心功能不全渊气阴两虚证冤的临床观察

邓海霞袁王政林袁赵海涛袁等渊1646冤
慢性肾衰竭患者中医证型与左心结构及功能相关性研究 何 涛袁王铁荣渊1648冤
黄芪保心汤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合并高尿酸血症临床观察

刘 贺袁李志刚袁张培影渊1651冤
中药熏洗联合玻璃酸钠关节腔注射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临床观察

王继宏渊1654冤
消定膏联合杜仲腰痛丸治疗腰椎术后轴性下腰痛的临床研究

赵继荣袁赵生鑫袁张海青袁等渊1657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心力衰竭临床观察 王 刚渊1659冤
温针灸联合矫正骨盆移位在坐骨神经痛治疗中的临床研究

赵 琦袁赵宝力袁谷 雨渊1662冤
参附注射液治疗脓毒症休克患者临床观察 肖阳春袁李 岩袁王国庆袁等渊1665冤
加味麻杏甘石汤联合抗生素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渊痰热壅肺证冤临床观察

孟 巍袁王雪飞袁王玉珏渊1668冤
散清消通法对早期哺乳期急性乳腺炎患者血WBC尧CRP尧PCT的影响

沈胡刚袁彭志坚袁朱怡平袁等渊1671冤
针刺联合局部运动疗法治疗急性腰扭伤的临床观察 王景辉渊1673冤
痛消膏治疗急性筋伤疾病临床观察 毛得宏袁郭 亮袁刘渝松袁等渊1676冤
活血化瘀方治疗急性脑梗死临床观察 丁 锐袁王家琳袁唐晓敏渊1678冤
托里解毒法治疗重度烧伤中期的临床观察 丛 坤袁李春耕渊1681冤
真方白丸子散穴位定向透药治疗缺血性脑卒中渊风痰阻络证冤急性期的疗效观察

胡英华袁王 燕袁蒋雪玲袁等渊1683冤
自拟中药方联合西药治疗急性心肌梗死临床观察 任彩连袁吕 哲袁李 慧渊1686冤
痰热清注射液雾化吸入佐治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研究 张 靳袁谢 会渊1688冤
·临证体会·

清肝泻脾法论治急性期复发性口疮 田锋亮袁邱 红渊169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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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韵晕栽耘晕栽杂 陨晕 月砸陨耘云

Exploration on the Mechanism of Jiedu Quyu Ziyin Decoction on SLE from
Estrogen Receptor
WANG Dawei袁WANG Meijiao袁GU Huanpeng袁et al 渊1505冤
Effect of Guanxinkang Decoction on Serum Lipids and Inflammatory
Microenvironment in APoE-/- Atherosclerotic Mice
XU Huaying 袁WANG Jianru袁WANG Feng袁et al 渊1509冤
Effects of Tongxinluo Decoction on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duced by
Degranulation of Mast Cells in Rats with Myocardi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HUANG Ting袁LI Shaodan袁LI Han袁et al 渊1514冤
Study on the Molding Process of Yiqi Huoxue Capsule
FENG Yuxiang袁ZHOU Jing袁LI Min袁et al 渊1517冤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CM Syndromes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YONG Sunan袁LONG Yuanxiong袁YANG Ganping袁et al 渊1519冤
Research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CM Syndrome Types and Risk Factors in
Ischemic Stroke
SHEN Jie袁YANG Jiehong袁XU Bin袁et al 渊1522冤
Establish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Modified Mouse Model of
Steroid Induced Osteo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
WANG Jitao袁RUAN Hongfeng袁FU Fangda袁et al 渊1525冤
Effects of Yiqi Huoxue Deco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PDGF in Ra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schemia
HU Guoheng袁GONG Chun袁WANG Jinxi袁et al 渊1529冤
Effect of Curcumin on Cerebral Vascular Function and Serum PDGF袁
VEGF and EGFR in Rats with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GUO Erkun袁MI Zhongbo袁LIANG Zhaohui袁et al 渊1533冤
Effects of Huatan Tongluo Decoction on HMGB1-TLR4-NF-资B Signal Pathway
in Rats with Cerebral Protection in MCAO Rats
YAO Xinyan袁WANG Yingchun袁GAO Xiaofeng袁et al 渊1536冤
Effect of Yiqi Huoxue Decoction on the Change of SDF-1袁CXCR4 and
VEGF in Model Ra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LI Weiqin 渊1541冤
Effect of Allicin on Anemia袁Blood Fat and Electrolyte Metabolism in
Rats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GUO Yangyang袁TAN Huibin 渊1545冤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Cerebral Infarction in Foshan
LI Kuangyi袁ZHANG Yingjian袁CAI Hairong袁et al 渊1549冤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of Qingdu Tiaoxue Decoction on
Coagulation Disorders of Sepsis
XU Zhibing袁MA Jinmiao袁ZHU Jie袁et al 渊1551冤

砸藻泽责燥灶泽蚤遭造藻 韵则早葬灶蚤扎葬贼蚤燥灶
杂贼葬贼藻 粤凿皂蚤灶蚤泽贼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杂责燥灶泽燥则泽
悦澡蚤灶葬 粤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燥枣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葬灶凿 孕澡葬则皂葬糟赠
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 粤糟葬凿藻皂赠 燥枣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耘凿蚤贼蚤灶早
耘凿蚤贼燥则蚤葬造 月燥葬则凿 燥枣 允燥怎则灶葬造 燥枣 耘皂藻则早藻灶糟赠
蚤灶 栽则葬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
远袁孕葬灶曾蚤 晕燥援苑 月则葬灶糟澡 砸燥葬凿熏
允蚤葬灶早遭藻蚤 阅蚤泽贼则蚤糟贼袁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袁源园园园圆员
栽藻造押园圆猿原远苑园远源员圆愿 远猿缘圆员猿怨园

云葬曾押园圆猿原远猿缘圆员猿怨猿
耘皂葬蚤造押扎早扎赠躁扎yx岳126.com

孕则蚤灶贼蚤灶早
Chongqing Ruiqi Printing Co.袁Ltd.

阅蚤泽贼则蚤遭怎贼燥则
阅燥皂藻泽贼蚤糟院悦澡燥灶早择蚤灶早 孕燥泽贼 韵枣枣蚤糟藻
韵增藻则泽藻葬泽院悦澡蚤灶葬 陨灶贼藻则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月燥燥噪

栽则葬凿蚤灶早 悦燥则责燥则葬贼蚤燥灶
孕援韵援 月燥曾 猿怨怨袁月藻蚤躁蚤灶早袁悦澡蚤灶葬
悦燥凿藻 晕燥援酝员圆远远

悦杂杂晕
陨杂杂晕 员园园源原苑源缘载

悦晕 缘园原员员园圆 辕 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