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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益气止鼽汤配合舌下特异性免疫治疗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研究

史 军袁刘 玉渊1693冤
泄泻中医证型及证候分布规律研究 卿龙丽袁黄碧群袁蔺晓源渊1696冤
基于 R语言的益气活血方药中丹酚酸 B提取工艺研究

石功德袁周 静袁李 敏袁等渊1700冤
川芎嗪注射液对高眼压大鼠视网膜 Bcl-2尧Bax蛋白表达和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凋亡的
影响 杜红彦袁李建良袁 骆 煌袁等渊1703冤

健脾化痰活血方对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大鼠肝脏脂肪变性的影响

孙群群袁高天舒袁陈 巍袁等渊1707冤
佛山地区急性脑梗死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李旷怡袁黄玉萍袁张英俭袁等渊1711冤
红景天苷对乳鼠缺氧/复氧心肌细胞及线粒体损伤的保护作用

田 心袁王渊博袁冯嘉豪袁等渊1714冤
心肺复苏集束化治疗联合醒脑开窍针刺法促进心肺复苏后患者神经功能恢复的

临床研究 于 娜袁邓梦华袁张云海袁等渊1718冤
·诊疗方案·

虚劳渊重症迁延期冤诊疗方案 范铁兵袁杨志旭渊1721冤
·专家述评·

论野急性虚证冶理论及其在急救临床的应用渊上冤 方邦江袁孙丽华袁卜建宏袁等渊1724冤
·薪火传承·

王玉玺教授应用中医药治疗银屑病的学术思想 杨素清袁周兢兢袁闫景东渊1727冤
李盛华教授治疗膝骨关节炎的学术思想 吴献毅袁周明旺袁叶丙霖袁等渊1730冤
颜新教授辨治湿疹的学术思想 程 杰袁苏子镇袁吕章明袁等渊1733冤
·证治探讨·

急性出血性脑卒中患者发病与出生日期五运六气关联性分析

姚 红袁李旷怡袁蔡海荣袁等渊173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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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肾方加减治疗腹膜透析并发胃肠功能紊乱的临床应用 布亚男袁唐 阁渊1739冤
升清降浊法治疗胸痹心痛的理论探析 王莹威袁奚玉鑫袁刘璐菲袁等渊1742冤
胆总管结石行经十二指肠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加内镜下乳头括约肌切开术的

中医证型变化研究 李志雄袁黄玉萍袁陈锦锋袁等渊1744冤
·医籍研析·

六经外证辨治变态反应性皮肤病 陈佳群袁熊述清袁钟 晨袁等渊1747冤
张山雷中风病学术思想渊源探讨 李 芳袁刘柏炎渊1750冤
·思路与方法·

野治未病冶思想在重症医学中的应用探析 温敏勇袁赵 馥袁曾远峰渊1753冤
从中医药治疗登革热谈中医临床科研的思想与方法 陈腾飞袁刘清泉渊1755冤
·急症建设管理·

县级中医院急诊科的发展策略探讨

要要要晋江市中医院举全院之力做急诊的启示 丁邦晗袁庄耀东袁郭森仁袁等渊1758冤
中医急诊科科室经营与人才建设之我见 黄汉超渊1760冤
·实验报告·

姜黄素对癫痫幼鼠学习记忆及神经元凋亡的影响 廖 婕袁梅 燕渊1763冤
溶栓颗粒对急性脑梗死大鼠海马神经元凋亡尧脑组织 Caspase-3蛋白及外周血中
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 桂 瑶袁汤光花袁陈永新袁等渊1766冤

基于扶阳理论的破格救心汤治疗 ARDS的理论探讨及实验研究
刘 慧袁卢爱丽渊1769冤

黄芪注射液对慢性心力衰竭大鼠心脏结构的影响

李 超袁 余晗俏袁陈 云袁等渊1772冤
·综 述·

炙甘草汤在心系疾病中的临床应用 乔 丹袁周亚滨渊1775冤
恶性肠梗阻的中医药诊治进展与展望 边美琪袁马 骏袁霍介格渊1777冤
中医药干预泌尿系结石临床治疗的研究近况

孙艳华袁葛晓东袁施 勇袁等渊1781冤
野胃气冶理论对五脏衰的指导作用 吴凡伟袁周仙仕袁叶 烨渊1785冤
针灸周期干预治疗原发性痛经的研究现况 诸丹维袁郑丽丽袁刘 洋袁等渊1789冤
中医药协助治疗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研究进展

冯文涛袁蔡文君袁赵 雷袁等渊1793冤
·临床观察·

自拟养阴解毒汤治疗鼻咽癌放疗致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的临床观察

鹿 红袁张 燕袁宋 威袁等渊1797冤
益气化痰祛瘀通络方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渊肺脾气虚证冤临床观察

游振阳袁尹利明渊1800冤
真武汤合血府逐瘀汤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及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影响

胡雪松袁石立鹏袁刘本华袁等渊1803冤
自拟益肾泄浊汤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疗效及对肾功能的影响

于秀梅袁谷右天渊1806冤
中药穴位热熨防治大肠癌术后化疗相关性恶心呕吐的临床观察

蒋著椿袁廖文伦袁卢树乾袁等渊180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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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结合星状神经节触激术治疗偏头痛 60例临床疗效观察
魏春玲袁马 辉渊1812冤

针刺外关尧阳陵泉配合运动疗法治疗落枕临床观察 李国华袁杨丹红渊1814冤
穴位注射喘可治联合舒利迭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的临床观察

张一乐袁史苗颜袁张 炜渊1817冤
青薷饮治疗外感高热证的临床观察 冯汉财袁潘林平袁陈国成渊1820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老年肺炎致脓毒性休克的临床观察

李金梁袁孙宏志袁田加坤袁等渊1823冤
小针刀合并药物熏洗对膝关节骨关节炎急性期疗效观察 噎噎 郭 亮袁谢 辉渊1825冤
腹四穴手法为主配合腰腹肌功能锻炼治疗椎间盘源性腰痛的临床观察

张永锋袁张 斌袁董 琪渊1828冤
封闭负压引流术联合康复新液治疗高位肛周脓肿疗效观察

孙小君袁张 颖袁汪小琎袁等渊1831冤
34例感冒后咳嗽与体质辨析的相关性分析 喻 灿袁李旭成袁王 凌袁等渊1834冤
固本泄浊化瘀汤联合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急性肾损伤的临床研究

梁红娟袁张 智渊1837冤
定向针刺对癫痫发作间期脑电功率的影响 张 艳袁何金玲袁罗慧珊袁等渊1840冤
清化益肺汤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渊痰热壅肺证冤临床观察

肖 宁袁范铁兵袁李 春袁等渊1843冤
吴茱萸外敷联合艾灸治疗小儿不完全性肠梗阻的疗效观察

黄小丽袁李宝昌袁刘小群渊1846冤
清热利湿尧解痉止痛灌肠方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观察

付小燕袁徐长青渊1848冤
加味温胆汤联合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随机对照研究

朱志敏袁刘 赟袁卢林生渊1851冤
泻火平肝汤治疗急性脑出血的临床观察 陶文强袁米秀娟袁李陈渝袁等渊1854冤
益肾活血解毒汤联合调脂药对冠心病合并 2型糖尿病患者 PAF及

CD40/CD40L的影响 何 佳袁汪 健袁胡业彬渊1857冤
针刺同步吞咽康复训练治疗脑出血后吞咽障碍的疗效观察

甄文剑袁刘 莹袁李 娜袁等渊1859冤
基于子午流注理论择时温热电灸对强直性脊柱炎渊寒湿痹阻证冤的临床对照研究

王元红袁李 丽渊1862冤
疏风解毒胶囊治疗流行性角结膜炎临床观察 姚 锋渊1865冤
扶阳罐治疗原发性痛经渊寒湿凝滞证冤的临床观察

石文英袁章 薇袁郭凤英渊1867冤
平衡阴阳针刺法早期干预对卒中急性期患者肢体痉挛状态的影响

胡英华袁王 燕袁蒋雪玲袁等渊1870冤
小针刀结合拔罐治疗腰背肌筋膜炎临床观察 姜仁建袁蒲 萍渊1873冤
·临证体会·

温阳发汗法治疗高血压病渊阳虚证冤 刘国玲袁金俊杰袁周笑允袁等渊1875冤
·护 理·

中医整体护理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的应用

陈嘉汇袁黄玉萍袁周建仪袁等渊1877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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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Yiqi Zhiqiu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Specific Sublingual Immunother鄄
apy on Efficacy and Treg/Th17 Cell Balance of Patients with Allergic Rhinitis
SHI Jun袁LIU Yu 渊1693冤
Study on Syndrome Types and Syndrome Distribution of Diarrhea Syndrome
QING Longli袁HUANG Biqun袁LIN Xiaoyuan 渊1696冤
Optimization Extraction Technique of Salvianolic Acid B in Yiqi Huoxue
Decoction Based on R Language
SHI Gongde袁ZHOU Jin袁LI Min袁et al 渊1700冤
Effects of Ligustrazine Injection on Expression of Bcl-2 and Bax Proteins in Retina
and Apoptosis of Retinal Ganglion Cells of Rats with High Intraocular Pressure
DU Hongyan袁LI Jianliang袁LUO Huang袁et al 渊1703冤
Effect of Jianpi Huatan Huoxue Decoction on Liver Fatty Degeneration in Rats
with Hypothyroidism
SUN Qunqun袁GAO Tianshun袁CHEN Wei袁et al 渊1707冤
Risk Factors of Acute Cerebral Infarction in Foshan
LI Kuangyi袁HUANG Yuping袁ZHANG Yingjian袁et al 渊1711冤
Protective Effects of Salidroside in Cardiomyocyte and Mitochondria Injury
Induced by Hypoxia/Reoxygenation
TIAN Xin袁WANG Yuanbo袁FU Feng袁et al 渊1714冤
The Clinical Study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渊CPR冤 Combined with

Xingnao Kaiqiao Acupuncture Method on Neuronal Function Recovery in
Patients afte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YU Na袁DENG Menghua袁ZHANG Yunhai袁et al 渊1718冤
Consumptive Disease 渊Severe Persistent Period冤 Treatment Program
FAN Tiebing袁YANG Zhixu 渊1721冤
The Discussion of Acute Deficiency Syndrome Theory and its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Emergency Medicine
FANG Bangjiang袁SUN Lihua袁PIAO Jianhong袁et al 渊172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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