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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基于大孔树脂的黄芪中黄芪甲苷提取液纯化工艺研究

陈 开袁周 静袁李 敏袁等渊1881冤
锦红汤保护脓毒症早期心肌损伤的临床研究 孙丽华袁叶苗青袁宋景春袁等渊1884冤
消风宣窍汤联合鼻用激素治疗变应性鼻炎近期疗效及对血清 EOS尧CSF水平和
免疫细胞功能的影响 史 军袁刘 玉渊1887冤

100例急性心梗患者中医体质与证候的相关性研究
肖 蕾袁欧 洋袁李 京袁等渊1891冤

头穴透刺对 JNK通路抑制后脑出血大鼠脑组织 p-STAT3影响的研究
孔 莹袁段洪超袁刘 洋袁等渊1895冤

培土生金法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疗效的 Meta分析
王益斐袁郦 岳袁周 杨袁等渊1899冤

参麦注射液对脓毒症临床指标影响的 Meta分析 张晓忠袁杨 广袁李 健渊1903冤
血必净注射液联合参麦注射液对脓毒症急性肺损伤患者疗效及血清 HMGB1尧

sTREM-1的影响 顾 梅袁朱娇玉渊1907冤
小青龙汤加味联合布地奈德雾化吸入治疗小儿毛细支气管炎渊风寒闭肺证冤临床研究

刘 锋袁李 丽袁陈荣娥袁等渊1911冤
泻火平肝汤对急性脑出血患者血清 D-D尧hs-CRP尧NSE尧TNF-琢的影响

米秀娟袁陶文强袁李陈渝袁等渊1915冤
益气降浊颗粒对冠心病渊痰浊血瘀型冤家兔血脂尧miR-21及 TGF茁R域表达的影响

王莹威袁刘 蕾袁张 瑶袁等渊1919冤
心痛方对急性心肌梗死大鼠 MMP-9 mRNA及 TIMP-1 mRNA表达的影响

谢荣苑袁范金茹袁周斐然袁等渊1922冤
增率复脉颗粒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临床研究 张晓华袁于德洵袁钱 锋袁等渊1926冤
电针配合补肾健髓汤对脊髓损伤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影响

赵泽金袁祁同宁袁白 冰渊1929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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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蜍灵对人胶质瘤细胞 U87MG及其成球细胞增殖和凋亡影响的研究
刘 佳袁孔令凯袁孙舒岚袁等渊1933冤

肾病玉号方对单侧输尿管梗阻大鼠Wnt通路Wnt4和 茁-catenin表达的影响
林文博袁程锦国袁陈建欧袁等渊1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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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冤 方邦江袁孙丽华袁卜建宏袁等渊1943冤
·薪火传承·

刘建秋教授从体质论治支气管哮喘 李美霞袁李竹英渊1947冤
林季文主任中医师治疗小儿鞘膜积液学术经验 杜洪煊袁杨文海袁杨京华渊1950冤
刘石坚教授辨证论治咳嗽经验 谭 静袁宁为民渊1952冤
张骠教授治疗小儿急性咳嗽的临床经验 吴姗姗渊1955冤
·证治探讨·

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呕吐理论初探

田翰林袁石慧青袁常 柏渊1958冤
虚劳渊重症迁延期冤用药特色 范铁兵袁杨志旭渊1961冤
气阳虚弱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内因理论思考

李修元袁彭素岚袁唐 倩渊1964冤
·急症建设管理·

中医急诊袁大有作为 黄汉超渊1967冤
·急症教学研究·

微课程结合案例教学在重症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教学中的研究

赖 芳袁曾瑞峰袁杜炯栋袁等渊1970冤
·实验报告·

冠脉结扎术制备大鼠慢性心衰模型的实验改良

李文佳袁王冰梅袁蔺禹帆袁等渊1973冤
银杏内酯 B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大鼠保护作用的研究 孟剑锋渊1977冤
·综 述·

近五年中医药治疗非糜烂性胃食管反流病临床与实验研究进展

郭 一袁李晓红渊1980冤
社区获得性肺炎中医证治的进展综述 黄晓婷袁熊旭东渊1983冤
针灸治疗面肌痉挛的临床研究进展 张 苗袁鲁 海袁张春红渊1986冤
针灸治疗化疗相关性腹泻临床研究综述 程怀锦袁崔光卫袁施 舍袁等渊1990冤
·临床观察·

PICCO监测下参附注射液对脓毒症休克早期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刘 阳袁孔 立袁范开亮袁等渊1993冤

中药熏蒸联合体外冲击波治疗膝骨关节炎急性期临床观察

陈红梅袁杨勇萍袁桂 琴渊1996冤
白牛宣肺汤治疗感染后咳嗽的临床观察 马 荣袁高荣林袁齐文升袁等渊1999冤
参附注射液联合新活素治疗急性左心衰竭疗效观察

代 兵袁郄 涛袁刘艳茹渊2002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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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清热泻火汤联合康复新液治疗疱疹型复发性阿弗他溃疡疗效观察

黄尘瑶袁吴洁如袁陈学琴渊2005冤
血必净注射液联合乌司他丁在重症肺炎并脓毒症患者中的应用观察

陈 彬袁万兴富袁王家焕渊2008冤
补肾泄浊法对慢性肾脏病 3-5期患者中医证候及矿物质骨代谢的影响

胡振奋袁 黄蔚霞袁吴睿轩袁等渊2011冤
针刺耳穴配合颈夹脊穴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 王 菲渊2014冤
青白灌肠液治疗急性期溃疡性结肠炎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

黄 娟袁袁星星袁王炳予袁等渊2017冤
针灸联合中药内服治疗膝骨性关节炎的疗效观察 欧正龙袁曾祥永渊2020冤
双藤消痹汤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急性期的临床观察

戚盈杰袁蔡 俊袁郑光磊袁等渊2023冤
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痛风性关节炎临床疗效及对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黄 阳袁董文霞渊2025冤
凉膈散干预治疗对急性胰腺炎患者血清相关 miRNAs水平的影响

郑 峰袁陈 波袁汪易岚袁等渊2028冤
痰热清注射液雾化治疗支气管扩张急性发作的疗效观察

顾咸斌袁吴吉锋袁陈建建袁等渊2031冤
电针联合早期活动在 ICU有创机械通气患者早期肺康复中的疗效观察

耿艳霞袁陈 栋袁蒋 华袁等渊2034冤
三拗青金汤联合雾化吸入治疗小儿急性毛细支气管炎临床观察

林华仙袁何晓燕渊2037冤
电针头穴早期干预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渊气虚血瘀证冤患者炎性因子和

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影响 胡英华袁王 燕袁蒋雪玲袁等渊2040冤
消化性溃疡中医证型与血清胃蛋白酶原的相关性研究

毛卫玲袁姚民武渊2043冤
芳香开窍药嗅吸对急性脑梗死患者意识障碍的促醒作用

黄年平袁谭支文袁莫家鹏袁等渊2046冤
清热疏风通络方治疗急性脑梗死疗效观察 吴立国袁马民凯袁秦 维渊2049冤
活血化瘀汤对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再狭窄患者的影响 朱 玲渊2051冤
药物穴位注射联合夹脊督脉电针对脊髓损伤患者运动功能障碍改善的疗效观察

朱 斌袁王 策袁徐青青渊2054冤
理气化瘀汤治疗胸腰椎压缩骨折并发腹胀的疗效观察

郝连升袁韩 铭袁黄 峰渊2057冤
白头翁汤加减对急性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促炎因子及 NF-资B mRNA表达的影响

史萍慧袁温 翔渊2059冤
·临证体会·

清热药在痛风急性期的应用 张 琨袁孙 静袁谢志军渊2062冤
浅谈中风偏瘫的针灸治疗思路 李 健渊2064冤
·护 理·

临床护理路径在中风急性期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蔺诗玲袁杨婵娟袁韩 睿袁等渊2066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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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urification Process of Astragaloside IV in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Based on Macroporous Resin
CHEN Kai袁ZHOU Jing袁LI Min袁et al 渊1881冤
Clinical Study on Protective Effect of Jinhong Decoction on Early
Myocardial Injury in Sepsis
SUN Lihua袁YE Miaoqing袁SONG Jingchun袁et al 渊1884冤
Short-term Effect of Xiaofeng Xuanqiao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Nasal Hormone on Allergic Rhinitis and Influence on Serum EOS袁
CSF Levels and Immune Cell Function
SHI Jun袁LIU Yu 渊1887冤
Correlation between TCM Constitution and Syndrome in 100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XIAO Lei袁OU Yang袁LI Jing袁et al 渊1891冤
Study of Penetration Acupuncture on p-STAT3 of Cerebral Hemorrhage
Rats忆 Brain Tissues after JNK Pathway Inhibition
KONG Ying袁DUAN Hongchao袁LIU Yang袁et al 渊1895冤
A Meta Analysis院 Effectiveness of the Method of Strengthening Earth to
Generate Metal 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WANG Yifei袁LI Yue袁ZHOU Yang袁et al 渊1899冤
A Meta Analysis院 Effect of Shenmai Injection on Clinical Indices of Sepsis
ZHANG Xiaozhong袁YANG Guang袁LI Jian 渊1903冤
Curative Effects of Xuebiji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Shenmai Injection and
the Influence on Serum HMGB1 and sTREM-1 of Patients with
Acute Lung Injury Caused by Sepsis
GU Mei袁ZHU Jiaoyu 渊1907冤
Clinical Study of Variant Xiaoqinglo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Budesonide
Inhalation on Children with Capillary Bronchitis of
Wind Cold Closed Lung Type
LIU Feng袁LI Li袁CHEN Ronge袁et al 渊1911冤
The Observation of Xiehuo Pinggan Decoction on Acut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MI Xiujuan袁TAO Wenqiang袁LI Chenyu袁et al 渊1915冤
Effect of Yiqi Jiangzhuo Granule on Expression of miR-21 and TGF茁R域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Rabbits with Phlegm and Blood Stasis Type
WANG Yingwei袁LIU Lei袁ZHANG Yao袁et al 渊1919冤
Effect of Xintong Deco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MMP-9 mRNA and
TIMP-1mRNA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Rats
XIE Rongyuan袁FAN Jinru袁ZHOU Feiran袁et al 渊1922冤
Zenglv Fumai Granule on 120 Cases of Sick Sinus Syndrome
ZHANG Xiaohua袁YU Dexun袁QIAN Feng袁et al 渊1926冤
Observation on Curative Effect of Electro 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Bushen Jiansui Decoction on Neuropathic Pain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ZHAO Zejin袁QI Tongning袁BAI Bing 渊1929冤
Effect of Bufalin on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Human Glioma Cell
Line U87MG and U87MG spheroids
LIU Jia袁 KONG Lingkai袁 SUN Shulan袁 et al 渊1933冤
Effect of Nephropathy 1st Decoction on Expression of Wnt4 and 茁-catenin
in Wnt Signaling Pathway of Unilateral Ureteral Obstruction Rats
LIN Wenbo袁CHENG Jinguo袁CHEN Jianou袁et al 渊1938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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