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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上海医学》杂志总目次

共识、指南与会议纪要

　２０１３年美国风湿病学会／欧洲抗风湿联盟系统性硬化

分类标准评析

　　 杨　雪，王久存，吴文育，等　１０１!!!!!!!

　旧金山宣言：期刊影响因子不能用于评估科学家的贡献

　 冯　娟，唐朝枢　１８２!!!!!!!!!!!!!

　经皮内镜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路径

　 上海市医学会疼痛专科分会　６４２!!!!!!!!

基础研究

　Ｋｌｏｔｈｏ蛋白与氧化应激关系的研究进展

　 钱盈盈，严玉澄　９０!!!!!!!!!!!!!!

　胎盘转运大鼠模型的改进及在丙泊酚研究中的应用

　 吕卓辰，许玲美，檀　琼，等　１３１!!!!!!!!

　反复给予氯胺酮对大鼠海马神经元磷酸化丝切蛋白

表达的影响 葛建岭，朋立超　１３５!!!!!!!

　丙泊酚和地卓西平马来酸盐逆转抑郁大鼠电休克后的

Ｔａｕ蛋白过度磷酸化

　 刘　超，闵　苏，刘　东，等１３９!!!!!!!!

　雷公藤红素对大鼠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作用

杨雪莲，孙　砲，江　梅，等　１５２!!!!!!!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２基因与高血压心血管炎性反应

　 陈来江，钟久昌　１７８!!!!!!!!!!!!!

　“凤凰涅?”———细胞“生”与“死”的辩证统一体

　 黄　倩，李川源　１８５!!!!!!!!!!!!!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对犖甲基犇天冬氨酸诱导

大鼠视网膜神经节　细胞层损伤的保护作用

熊淑毓，马明明，顾　青，等　２１３!!!!!!!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在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中的表达和作用　 韩彩萍，李红莉　２２３!!

　黄芪甲苷对实验性大鼠重症急性胰腺炎的治疗作用

邱　雷，史建华，殷国建，等　２２７!!!!!!!

　脓毒症对大鼠膈肌生物力学特性的影响

张俊杰，杨美蓉，李士通　２４２!!!!!!!!!

　超声靶向破坏微泡技术联合热休克蛋白７２和热休克

同源蛋白７０双靶向小干扰ＲＮＡ诱导前列腺癌细胞

凋亡的研究 王航辉，白　敏，金利芳，等　２４５!!

　洛沙坦对人单核细胞源树突状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黄　东，陆　浩，姚　康，等　３１０!!!!!!!

　人参皂甙Ｒｄ对氯胺酮诱导幼年大鼠海马神经元

凋亡的影响　 杨周晶，赵　璇　３１４!!!!!!

　固定残胃容积和旷置不同长度小肠的ＲｏｕｘｅｎＹ

胃旁路术影响自发性糖尿病大鼠糖代谢的研究

周玉龙，韩晓东，狄建忠，等　３２５!!!!!!!

　１，２５羟活性维生素Ｄ３对白细胞介素６作用下肌原

细胞增殖和分化的影响

王会玲，李　燕，徐　凯，等　４０３!!!!!!!

　成纤维生长因子２３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中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２的表达

薛　澄，周晨辰，付莉莉，等　４０９!!!!!!!

　ＣＤ１０５在评价腹膜透析腹膜新生血管中的应用价值

严富洪，徐　天，谢静远，等　４１４!!!!!!!

　蛋白激酶ＢＹｅｓ相关蛋白信号通路在谷氨酰胺饥饿

诱导 Ｈｅｌａ细胞凋亡过程中的作用

齐梦迭，伍　兰，王学敏　４４９!!!!!!!!!

　右美托咪定后处理对大鼠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

保护作用及其可能机制

蔡　叶，严　佳，吕　翔，等　４５３!!!!!!!

　抑制脊髓转化生长因子β激活激酶影响大鼠鞘内

吗啡耐受的信号机制

徐　昊，许　涛，马霞青，等　４５７!!!!!!!

　咪达唑仑抑制离体完整海马自发放电活动

陈　冲，赵　璇　４６１!!!!!!!!!!!!!

　丹蒌片改善急性高脂血症大鼠血脂紊乱的实验研究

纪睿圳，俞诚虹，贺治青，等　５６８!!!!!!!

　不同时相的氙气预适应对小鼠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

干预作用 贾　平，丁小强，邹建洲，等　５８７!!!

　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基因

和ｍｉｃｒｏＲＮＡ表达谱对照研究

李福兴，蒋莎义，谢晓恬，等　６０６!!!!!!!

　ＳＴＡＴ３在血管平滑肌细胞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的最新

进展 李永光，朱　伟，陆志刚，等　６２１!!!!!

　选择性剪接与大肠癌关系的研究进展

　 赵一军，杨　俊　６３１!!!!!!!!!!!!!

　ＳａｌｖｉｎｏｒｉｎＡ对全脑缺血再灌注大鼠海马内皮生长因子

表达和脑损伤的影响

王震虹，忻纪华，王祥瑞　６７８!!!!!!!!!

　α硫辛酸对脂多糖诱导的大鼠胰岛细胞氧化应激

和凋亡的影响　 王　晓，葛勤敏　７５１!!!!!

　吡格列酮对高脂喂养大鼠主动脉结缔组织生长因子、

基质金属蛋白酶９表达的影响

刘春丽，蔡　辉，商　玮，等　７５８!!!!!!!

　白藜芦醇在调控二硫键氧化还原酶类似蛋白基因

表达中的作用

杨文静，方启晨，张　菁，等　７６５!!!!!!!

　胰高血糖素样肽１类似物对小鼠实验性结肠炎的

治疗作用 刘红霞，李晓雯，罗　登，等　７７０!!!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调节间充质干细胞存活对大鼠

颈动脉损伤后血管修复的作用

赵然尊，朱江兰，王冬梅，等　７７４!!!!!!!

　阿仑膦酸钠对小鼠骨质疏松骨折愈合的影响

　　 范永前，沈海敏，朱　炯，等　８０８!!!!!!!

　Ｓ期激酶相关蛋白２在乳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丁　倩，庄　明，吴　萍，等　８１１!!!!!!!

　胰岛素样肽５及其受体的研究进展

　　 毛月芹，魏美林，魏　丽　８１６!!!!!!!!!

　不同容量液体复苏对内毒素休克大鼠小肠基础

电节律的影响

傅小云，李　康，陈　淼，等　８５３!!!!!!!

　氯胺酮和丙泊酚对发育期大鼠学习记忆的影响

　　 金立红，沈　杨，宋艳艳，等　８５７!!!!!!!

　Ｎｏｔｃｈ１～４蛋白在肺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特征

关系的分析 钟　杉，曹睿杰，周　敏，等　９３８!!

　微小ＲＮＡ１４５调控ｃｍｙｃ表达对胃癌的影响

　　 褚以?，彭海霞，李　吉，等　９５３!!!!!!!

　分离鉴定人胃癌 ＨＧＣ２７细胞系中的肿瘤干细胞

　　 高钢龙，张学利，孙振亮，等　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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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膜早破与ＳＥＲＰＩＮＨ１基因多态性相关性

　　 王治洁，王　丹，王红琳，等　９６２!!!!!!!

　抗心磷脂抗体ＩｇＧ和ＩｇＭ双标记时间分辨荧光免疫

分析法的建立和应用

　　 盛慧明，曹雅楠，孙　兵，等　９７０!!!!!!!!

　瑞芬太尼诱发的大鼠焦虑样行为与阿片类药物

痛觉敏化的关系

　　 贾辰飞，杨笑萱，陈丽娇，等　１０２３!!!!!!

　二氮嗪后处理对大鼠缺血再灌注心肌损伤和糖原

合成酶激酶３β表达的影响

　　 赵其宏，　张　颖，栾恒飞，等　１０２８!!!!!!

　芪仙清鸣颗粒对支气管哮喘小鼠气道炎性反应的作用

及其机制 赖一鸣，倪振华，李　钊，等　１０３７!!

内科

　糖代谢正常冠状动脉性心脏病患者随访３年内的

糖代谢变化对预后的影响

罗瑞萍，蒋　利，徐颖杰，等　５０!!!!!!!

　选择性血管加压素Ｖ２受体拮抗剂治疗抗利尿激素

分泌异常综合征的疗效和安全性

　　 杨叶虹，孙　皎，叶红英，等　５７!!!!!!!

　臀围与２型糖尿病发病的关联：Ｍｅｔａ分析

　　 江流芳，周　蓦，佟伟军，等　６０!!!!!!!

　内镜双气囊扩张治疗食管吻合口狭窄的疗效

　　 高　飞，麻树人，艾美娜，等　６５!!!!!!!

　老年高血压患者血清ｐｅｒｉｏｓｔｉｎ水平测定的临床意义

和奥美沙坦干预的作用

　　 徐迎辉，金国华，葛俊炜，等　７３!!!!!!!

　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为首发表现的垂体生长激素瘤

一例　 汪承武，莫一菲，周　健，等　７５!!!!!

　二尖瓣狭窄合并右冠状动脉和前降支心肌桥一例

　　 陆　浩，葛　雷，钱菊英，等　７６!!!!!!!

　腹型肥胖与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关系的研究进展

　　 沈　"

，包玉倩　８６!!!!!!!!!!!!!

　白细胞计数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相关性

　　 黄小琳，徐佰慧，李　勉，等　１４３!!!!!!!

　创伤失血性休克后急性肺损伤的治疗策略研究进展

　　 陈　超，李启芳，姜　虹　１６２!!!!!!!!!

　脉搏灌注指数变异度在临床监测中的研究进展

　 余亦南，郑吉建　１６６!!!!!!!!!!!!!

　肠缺血再灌注损伤的预防和治疗

　　 徐丽丽，胡智勇，沈建军　１７０!!!!!!!!!

　代谢性谷氨酸受体５参与吗啡耐受及其机制

　 周全红，江　伟　１７５!!!!!!!!!!!!!

　心房颤动的认识和治疗进展 刘少稳１９１!!!!!!

　胰腺癌的发病机制和内科治疗的进展

　 金子良，王理伟　１９６!!!!!!!!!!!!!

　帕金森病患者便秘的临床研究

　　 朱潇颖，刘　晔，张小瑾，等　２５０!!!!!!!

　帕金森病与不安腿综合征关联研究进展

　　 郭彦杰，朱潇颖，张小瑾，等　２５９!!!!!!!

　３３６例不同糖调节状态孕妇的胰岛素分泌、抵抗

和其他代谢紊乱的比较 高剑波，贾伟平　３１８!!

　多利培南对１８株产ＯＸＡ５８型碳青霉烯酶鲍曼不动

杆菌的抗菌活性

　　 田　雪，唐　昊，靳　钰，等　３２１!!!!!!!

　Ｃ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对急性胰腺炎的诊断效能分析

　　 徐　磊，赵荣平，秦　蓉，等　３３１!!!!!!!

　上海市民慢性疼痛认知度流行病学调查

　　 魏　爽，宁　燕，吴坚平，等　３４４!!!!!!!

　努力提高慢性肾脏病的防治水平 丁小强　３５７!!!

　重视慢性肾脏病的防治 丁小强，章晓燕　３６０!!!

　如何开展遗传性肾脏疾病的筛查

　　 陈　楠，王朝晖　３６１!!!!!!!!!!!!

　重视糖尿病肾病患者的诊断和治疗

　　 陈玉强，汪年松　３６４!!!!!!!!!!!!

　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及其治疗现状

　　 林　静，丁小强，滕　杰，等　３６８!!!!!!!

　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慢性肾脏病患病率及其高危因素

　　 孙蔚倩，王伟铭，史　浩，等　３７３!!!!!!!

　糖尿病肾病与非糖尿病所致慢性肾脏病患者心律

失常的对比研究

　　 张海英，薛　勤，简桂花，等　３７８!!!!!!!

　终末期肾病患儿１１３例的病因构成分析

　　 汤小山，徐　虹，沈　茜，等　３８２!!!!!!!

　单中心泌尿系统结石术后急性肾损伤的流行病学调查

　　 张　优，高小峰，彭永涵，等　３８６!!!!!!!

　上海外来青壮年建筑工人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研究

　　 郭爱珍，岑　俊，顾谊铮，等　３８９!!!!!!!

　ＩｇＡ肾病患者ＴＡＮＫ结合激酶１基因多态性与临床

和病理表型的关系

　　 于　霞，吴　萍，林芙君，等　３９４!!!!!!!

　甘露糖结合凝集素基因多态性与ＩｇＡ肾病临床表现

及其预后相关

戚超君，施蓓莉，牟　姗，等　３９８!!!!!!!

　急性心肌梗死急诊冠状动脉支架植入后即刻再次血栓

抽吸的意义

雷力成，彭建军，杨　诺，等　４１９!!!!!!!

　老年脑梗死患者低血磷的临床意义

　　 李英梅，李彩荣，刘欣艳，等　４３０!!!!!!!

　犖 末端犅 型利钠肽原指导慢性心力衰竭治疗的新进展

　　 侯士强，柳　亮，李新明　４４１!!!!!!!!!

　恶性高血压引起的血栓性微血管病一例

　　 张敏芳，周文彦，严玉澄，等　４４５!!!!!!!

　以心脏起搏器自动模式转换功能观察厄贝沙坦对

阵发性心房颤动患者心房颤动负荷的影响

　　 陈诚军，许剑峰，陈跃光，等　４９８!!!!!!!

　左卡尼汀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Ｔ淋巴细胞亚群

及其营养状态的影响

　　 郭　洁，袁　利，陈永华，等　５０２!!!!!!!

　内镜下扩张治疗食管和贲门良性狭窄４３８例临床分析

　　 高　飞，张迎春，艾美娜，等　５０７!!!!!!!

　连续性不卧床腹膜透析患者脂蛋白ａ和甲状旁腺素的

变化及其相关性

　　 张瑞青，王　奕，严海东　５２８!!!!!!!!!

　冠状动脉分叉病变的介入治疗研究进展

　　 胡静雯，葛　雷，葛均波　５４１!!!!!!!!!

　β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在高血压治疗中的“是”与“非”

　　 钱菊英，王尹曼　５４７!!!!!!!!!!!!

　从２０１４年美国成人高血压治疗指南推荐看肾素血管

紧张素醛固酮系统阻断剂在高血压病防治中的地位

　　 钟久昌　５５１!!!!!!!!!!!!!!!!

　顽固性高血压的器械治疗：抑制交感神经活性

　　 钱菊英，秦　晴　５５４!!!!!!!!!!!!

　诊所血压正常的高龄高血压患者夜间低血压现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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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远方，西　雁，钱菊英，等　５５９!!!!!!!!

　普罗布考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的抗炎抗氧化

作用 陈海萍，黄　辉，蒋金法　５７４!!!!!!!

　左心室不同舒张功能状态的Ｐ波离散度

　　 王亦文，刘　刚，刘丽娜，等　５７７!!!!!!!

　他汀类药物治疗肺高血压的 Ｍｅｔａ分析

　　 王　珂，文　莉，徐大春，等　５８１!!!!!!!

　内镜下球囊扩张术对贲门失弛缓症患者生活质量的

影响 周　洪，叶　博，张海燕　５９１!!!!!!!

　糖尿病足部免疫表达和烧伤皮肤再生医疗技术干预

治疗的影响 吴标良，唐乾利，冯　烈，等　６１０!!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合并症及其处理原则

　 戴然然，周　新　６２８!!!!!!!!!!!!!

　Ｔａｋｏｔｓｕｂｏ心肌病两例及其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

鉴别诊断　 戴宇翔，颜　彦，李晨光，等　６３７!!

　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伴胸痛、晕厥一例

　　 顾宇英，秦胜梅，邱建平，等　６４０!!!!!!!

　崇明县慢性肾脏病流行病学调查及其病理分析

　　 汤志奇，朱　淳　６８２!!!!!!!!!!!!

　双腔起搏器最小化心室起搏策略对心力衰竭患者

心功能的影响

　　 刘如辉，蒋金法，徐文俊，等　６９１!!!!!!!

　阿魏酸钠逆转早期野百合碱诱导的肺动脉高压

　　 管丽华，李明飞，周达新，等　６９４!!!!!!!

　轻型卒中ＴＯＡＳＴ病因学分型特点及其与９０ｄ功能

预后的关系：前瞻性队列研究

　　 吴燕平，姬海超，闫福岭，等　６９７!!!!!!!

　冷球蛋白血症肾损伤合并多发性骨髓瘤一例报道

附文献复习 庹素馨，吴　俊，李　林，等　７０１!!

　血小板参数与急性心肌梗死的研究现状

　 范成辉，刘学波　７２１!!!!!!!!!!!!!

　结肠癌伴肝转移化学治疗合并局灶节段肾小球硬化症

　　 程　劲，徐萍萍，韩国锋，等　７２７!!!!!!!

　严重肥胖性糖尿病的管理策略

邹大进，吴　鸿　７２９!!!!!!!!!!!!

　肥胖合并高尿酸血症是内分泌科不容忽视的问题

　　 邹大进，赵　琳　７３５!!!!!!!!!!!!

　短效和长效胰高血糖素样肽１受体激动剂的作用

机制和特点 邹大进　７３７!!!!!!!!!!!

　２型糖尿病患者糖化血清白蛋白和糖化血红蛋白

与胰岛Ｂ细胞功能的相关性

　　 唐峻岭，李　青，包玉倩，等　７４１!!!!!!!

　２型糖尿病血清尿酸与血脂、丙氨酸转氨酶、Ｃ反应蛋白

和胱抑素Ｃ的关系

　　 张洪艳，马建慧，周　健，等　７４６!!!!!!!

　伏格列波糖改善首发低血糖的２型糖尿病和糖耐量

异常患者的血糖波动

季　明，张　征，邹大进　７５５!!!!!!!!!

　２型糖尿病门诊药物治疗费用调查与分析

　　 徐　凌，孟　健，顾　庆，等　７６２!!!!!!!

　正常血压高值患者血压变异性与肾功能损害的关系

　　 李志强，胡春燕，郑　兴　７７９!!!!!!!!!

　补充铁剂改善上海儿童缺铁性贫血的效果

　　 宗　敏，孙建琴，汪正园，等　７８８!!!!!!!

　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患者睡眠质量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庹素馨，钱一欣，杨　丽，等　７９８!!!!!!!

　上海社区５４６５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血糖监测状况

　　 陆　蔚，周　健，沈　"

，等　８０２!!!!!!!

　甲状腺相关单侧突眼的临床特征分析

　　 李　菲，崔文洁，盛春君，等　８０５!!!!!!!

　慢性肾小球肾炎合并药物所致急性间质性肾炎一例

　　 於佳炜，陈利明，刘　红，等　８２０!!!!!!!

　冠状动脉造影致左锁骨下动脉夹层行支架植入介入

治疗一例　 常书福，姚　康，董智慧，等　８２２!!

　西格列汀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治疗肥胖型２型糖尿病

伴心力衰竭的疗效

　　 华瑞芳，舒　峤，刘　勇，等　８６２!!!!!!!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社区常见慢性病在上海市崇明县

农村人群中的认知现状

　　 倪　俊，陈淑靖，王桂芳，等　８６５!!!!!!!

　不同组合型人工肾治疗方案对患者骨矿物质代谢的

影响 张　熙，余　晨，张军力，等　８７２!!!!!

　代谢手术———糖尿病治疗的新视角、新方法

　　 包玉倩９０９!!!!!!!!!!!!!!!!!

　Ａｎｇｉｏｓｏｍｅ指导下糖尿病足血管腔内治疗的近期

临床疗效 张光军，周文华，施慧华，等　９２３!!!

　糖耐量正常人群而非２型糖尿病患者血清Ｂｅｔａｔｒｏｐｈｉｎ

水平与Ｉｒｉｓｉｎ相关

　　 谢心苗，高　婷，杨梅丽，等　９３１!!!!!!!

　急性心肌梗死预后的相关因素分析

　　 毛芸瑾，王大英，蒋金法　９４２!!!!!!!!!

　血液透析患者颈内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和脑血流量的

变化　 郭　强，罗伟华，陈道芳，等　９４５!!!!

　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无创性评估模型的研究

　　 王锦俊，刘欣艳，杨根妹，等　９４９!!!!!!!

　从结缔组织生长因子、α平滑肌肌动蛋白表达观察益肾

解毒汤对肾组织纤维化的影响

费秀丽，刘　琨，于昊新，等　９７８!!!!!!!

　心肌肌钙蛋白Ⅰ监测蒽环类药物心肌损害研究

　　 詹其林，吴福红，丁美琪　９８７!!!!!!!!!

　曲美他嗪治疗冠状动脉慢血流现象的疗效

　　 刘　涛，李　论，郭张强，等　１０４１!!!!!!

　慢性心力衰竭反复住院的多因素分析

　　 陆　露，沈心逸，冯　升，等　１０４４!!!!!!

　经导管左心耳封堵二例

　　 周达新，潘文志，张晓春，等　１０６２!!!!!!

　微小ＲＮＡ和ｅｘｏｓｏｍｅ在肾脏疾病诊断中的作用

　　 徐　源，戴慧莉，严玉澄　１０７６!!!!!!!!

外科

　中国腹股沟与切口疝诊断和治疗现状的初步调查

　　 杨建军，汤　睿，王惠春，等　４５!!!!!!!

　后腹腔镜下上半肾输尿管切除术治疗成人重复肾畸形

　　 杨　明，杨远清，杨燮樵，等　５４!!!!!!!

　一体式覆膜支架的解剖固定方式在腹主动脉瘤血管

腔内治疗中的应用

　　 张彦舫，孔　健，窦永充，等　６９!!!!!!!

　甲状腺滤泡状癌的诊断和外科治疗

　　 程　枫，王伟斌，滕理送　１４８!!!!!!!!!

　保留肾单位手术的发展和值得注意的问题

　　 徐东亮，夏术阶　１８８!!!!!!!!!!!!

　铥激光剥橘式前列腺切除术治疗大体积良性前列腺

增生症的临床观察

　　 赵　炜，韩邦，赵福军，等　２１７!!!!!!!

　侵及喉或食管的分化型甲状腺癌的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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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频，谢　晋，英信江，等　２２０!!!!!!!

　局部麻醉下行腕掌部纵形小切口腕管切开减压

和正中神经松解术治疗腕管综合征的临床分析

　　 柳　逸，沈尊理，沈　华，等　２３５!!!!!!!

　基质金属蛋白酶２和骨唾液蛋白在甲状腺乳头状癌

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周远航，董　建，廖芝伟，等　３４０!!!!!!!

　自拟扶本固元汤对患者行直肠癌根治术后化学治疗的

胃肠道反应和免疫力的影响

　　 任秋生，乔天渊，贺天临，等　４２３!!!!!!!

　Ｏ６甲基鸟嘌呤ＤＮＡ甲基转移酶Ｌｅｕ８４Ｐｈｅ位点多态性

与肺癌易感性关系的 Ｍｅｔａ分析

　　 李宝重，何　明，陈　新，等　４２６!!!!!!!

　下肢静脉淤滞性溃疡的激光治疗

　　 刘坚军，范隆华，徐德春，等　４３４!!!!!!!

　肝内胆管细胞癌淋巴结转移的预测

　　 王长征，司马辉，杨　宁，等　５１１!!!!!!!

　不同类型腹部刀刺伤的临床特点和预后

　　 李新平，邹建华，ＤｕｂａｂａＨａｓｓａｎ，等　６１４!!!

　胰腺癌内质网应激微环境活化核转录因子κＢ通路

对内质网分子伴侣葡萄糖　调节蛋白７８的调控作用

　　 施　思，刘　辰，徐永锋，等　６８６!!!!!!!

　后“胡桃夹”综合征一例的诊治体会

　　 周　鑫，陈跃东，邢金春，等　７１０!!!!!!!

　ＷＤ重复蛋白１９在前列腺癌中的表达

　　 盛　璐，林标扬，顾　琪，等　８８０!!!!!!!

　四肢恶性骨肿瘤外科治疗策略的演变和进展

　　 杨庆诚，董　扬，曾炳芳　９０４!!!!!!!!!

　电针“三阴”穴结合α受体阻滞剂治疗Ⅲ型前列腺炎的

疗效　 王　悦，刘　峰，许小林，等　９７５!!!!

　健脾补肾方对大肠癌术后辅助治疗的疗效

　　 包益洁，邱艳艳，胡送娇，等　９８４!!!!!!!

　格拉斯哥昏迷评分、颅内压监测与ＣＴ扫描特征

三结合打分法在颅脑损伤临界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李　浩，马　勃，李志强　９８８!!!!!!!!!

麻醉科

　老年患者髋部骨折手术的麻醉 赵达强，江　伟　５!

　右美托咪定辅助下肢神经阻滞在骨科手术中的应用

　　 张清福，曹　俊，江　伟，等　４２!!!!!!!

　右美托咪定的抗炎作用：临床新价值

　　 陈莲华，李士通　９９!!!!!!!!!!!!!

　右美托咪定对腰椎融合术围术期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

　　 黄小静，姚　军，尚嘉伟，等１０５!!!!!!!

　不同体位腹腔镜手术对动脉血与呼气末二氧化碳

分压差值的影响

　　 王　"

，陈莲华，黄施伟，等　１１０!!!!!!!

　不同气管导管润滑剂对全身麻醉患者术后咽喉痛的

影响 刘海恋，黄绍强，王美华　１１３!!!!!!!

　喉罩通气在腹腔镜下妇科手术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杨琦琳，柴　静，余大松　１１６!!!!!!!!!

　乌司他丁对行腹部手术的老年患者炎性细胞因子

和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

　　 刘　哲，王彦霞，万燕杰，等　１２１!!!!!!!

　利多卡因气管导管外喷洒对苏醒期呛咳反应的影响

　　 郭　丰，于桂杰，袁　岚，等　１２５!!!!!!!

　不同剂量肌肉松弛药静脉维持对面肌痉挛微血管

减压术中面神经复合肌肉动作电位的影响

　　 陈　琦，邓小明，施　君　１２８!!!!!!!!!

　右美托咪定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纤维

支气管镜气管插管的应用

　　 罗艳霞，郑俊奕，马武华，等　１５７!!!!!!!

　异氟烷和七氟烷对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

　　 杨　森，杨　强，常玉林　１５９!!!!!!!!!

　运动神经元病患者股骨远端骨折手术麻醉一例

　　 宋小星，陈黎雄，朱　盳，等　１６０!!!!!!!

　展望“大数据”时代的创伤急救

　　 汪　方，王　谦，王秋根，等　２６７!!!!!!!

　重视耳鼻咽喉科手术麻醉亚学科的发展

李文献　２７３!!!!!!!!!!!!!!!!

　声门下狭窄患儿在保留自主呼吸全身麻醉下行气管镜

检查一例　 乔　晖，沈　霞，李文献，等　２７４!!

　小儿气道异物取出术围术期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分析

　　 王丽臖，蔡一榕，李文献　２７６!!!!!!!!!

　不同时间点鼻腔黏膜注射地佐辛对鼻中隔偏曲术后

鼻腔填塞物所致疼痛的镇痛效果

　　 李　娜，麻伟青，李　棋，等　２７９!!!!!!!

　２％利多卡因表面麻醉和静脉注射对显微喉镜下声带

息肉摘除术苏醒期气管拔管的影响

　　 黄焱哲，沈　霞，李文献　２８４!!!!!!!!!

　右美托咪定复合表面麻醉对保留自主呼吸患者经鼻

盲探气管插管应激反应的影响

　　 习建华，邓　芳，王丽华，等　２８８!!!!!!!

　临床常用液体离体血液稀释对凝血功能的影响

　　 金善良，叶　扬，于布为　２９２!!!!!!!!!

　超声引导下肋缘下腹横肌平面阻滞用于剖宫产

手术后的镇痛效果

　　 吕莹莹，赵达强，谢亚明，等　２９７!!!!!!!

　罗库溴铵预处理对琥珀胆碱引起的肌痛、血钾升高

和气管插管条件的影响　 徐文庆，徐　威　３００!

　帕洛诺司琼与格拉司琼预防眼球摘除加义眼植入术

术后恶心呕吐的效果比较

　　 胡　潇，谭　放，李文献　３０４!!!!!!!!!

　喉部分切除后肿瘤复发再手术三例及其气道管理分析

　　 金烈烈，张学政　３０８!!!!!!!!!!!!

　不同剂量盐酸布比卡因在剖宫产蛛网膜下腔阻滞

麻醉中的应用　 张琳玲，罗文杰　３４５!!!!!

　富含高支链氨基酸配方注射液在围术麻醉期的药理

作用 王肖肖，葛圣金　３４７!!!!!!!!!!

　围术期未预料的困难气道一例处理体会

　　 胡柏龙，罗　俊　３５０!!!!!!!!!!!!

　肌肉松弛药的新进展

杨卫红，闻大翔，杭燕南　３５１!!!!!!!!!

　国内外心脏骤停亚低温治疗开展现状分析

　　 鲁　靖，刘励军，朱建良　３５４!!!!!!!!!

　每搏量变异度监测指导感染性休克术中容量治疗的

应用价值 郑振学，徐永灵，袁昌政，等　４３７!!!

　谷氨酰胺是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患者的灵丹妙药吗？

　　 江　伟，王学敏　４４７!!!!!!!!!!!!

　全身麻醉诱导期正压通气对Ⅰ度肥胖患者氧储备的

影响 邵大清，祝胜美，叶志坚，等　４６４!!!!!

　超声引导下完全上肢神经阻滞臂丛神经入路的

临床研究 刘　溪，王爱忠，赵达强，等　４６９!!!

　全身麻醉患者喉罩通气下平卧位和截石位的呼吸

动力学比较 赵　晓，黄施伟，王兆民，等　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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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氟烷不损害行腹腔镜下胆囊切除术的６５岁以下

成年患者术后早期精神运动功能

　　 郑晓宇，缪雪蓉，俞卫锋　４７９!!!!!!!!!

　丙泊酚靶控输注和七氟烷吸入麻醉诱导对老年患者

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黄　萍，周　颖，张　洁，等　４８２!!!!!!!

　左布比卡因切口局部持续灌注应用于剖宫产术后

镇痛的效果及其对血浆皮质醇水平和切口愈合的

影响 朱慧莉，黄新华，姚悦芬，等　４８７!!!!!

　双腔美迪斯喉罩应用于老年患者腹腔镜下胆囊手术的

通气效果 蔡玉红，程志军，尤新民，等　４９１!!!

　不同血压范围内有创足背动脉压与无创肱动脉压的

关系 上官云芳，段思源，姚　颖，等　４９５!!!!

　蛛网膜下腔阻滞联合硬脊膜外腔阻滞麻醉用于下肢

静脉曲张手术　 秦海庆　５２０!!!!!!!!!

　鞘内注射小剂量舒芬太尼能降低罗哌卡因硬脊膜外腔

分娩镇痛的有效浓度

　　 肖　飞，陈新忠，徐文平　５２２!!!!!!!!!

　右美托咪定对老年骨科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

　　 胡海燕，郑羡河，王　林　５２５!!!!!!!!!

　蛛网膜下腔阻滞联合硬脊膜外腔阻滞麻醉用于分娩

镇痛引起的胎儿心率异常 徐　韬，王　莉　５３０!

　分娩镇痛现状与应对措施的思考

　　 李胜华，于布为　５３３!!!!!!!!!!!!

　围术期常用药物与肿瘤免疫的研究进展

　　 黄燕华，于布为　５３６!!!!!!!!!!!!

　微创治疗腰腿痛的进展　 王祥瑞　６４１!!!!!!

　超声引导下腹横肌平面阻滞用于腹腔镜下全腹膜外

补片疝修补术的镇痛效果

　　 陆　捷，张晓丽，倪雪臖，等　６４４!!!!!!!

　不同长度滚轮微针预处理对利多卡因表面麻醉桡动脉

穿刺的镇痛效果

　　 刁　枢，师小伟，张立超，等　６４８!!!!!!!

　蛛网膜下腔阻滞联合硬脊膜外腔阻滞麻醉应用于

先天性心脏病合并轻中度肺动脉高压产妇剖宫产术

　　 忻纪华，周　洁，朱慧琛　６５２!!!!!!!!!

　超声引导下腰骶丛神经阻滞复合小剂量右美托咪定

镇静用于老年患者髋部骨折手术的效果

　　 赵达强，朱晓岚，许　涛，等　６５７!!!!!!!

　不同剂量舒芬太尼用于下肢骨折患者术后皮下镇痛的

疗效　 程华春，吴　红，刘永飞，等　６６２!!!!

　喉罩通气时潮气量对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和动脉血

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差值的影响

　　 张　怡，姚俊岩，王慧娟，等　６６６!!!!!!!

　体外发散式冲击波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疗效

和安全性 吴　玮，叶　乐，郑蓓洁，等　６６９!!!

　不同麻醉方法对骨科老年患者血管性血友病因子、纤维

蛋白原、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和犇二聚体的影响

　　 王建珍，王安臸，张　姗，等　６７３!!!!!!!

　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治疗妇科手术蛛网膜下腔阻滞

联合硬脊膜外腔阻滞麻醉后寒战的疗效

　　 姜　山，冯　春，吴映辉，等　７０４!!!!!!!

　初产妇潜伏期椎管内镇痛分娩的临床价值

　　 王霞红，姚　静，沈彩琴，等　７０６!!!!!!!

　右美托咪定在局部浸润麻醉下甲状腺手术中的应用

　　 徐　夏　７０８!!!!!!!!!!!!!!!!

　丙泊酚麻醉对学习记忆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探究

　　 尹　骏，陆　菡，张富军　７１２!!!!!!!!!

　右美托咪定在临床麻醉和镇痛中的应用

　　 龚小红，宋文学，赵永忠　７１６!!!!!!!!!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与脑功能障碍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胡天然，薛庆生，于布为　７２４!!!!!!!!!

　中心静脉氧饱和度／乳酸比值在心脏外科手术后的

应用意义　 李　俊，杨　敏，张　伸，等　７８３!!

　知觉痛觉定量分析仪在预测气管插管反应中的应用

　　 吕　娟，陈　辉，沈蕾，等　８２３!!!!!!!

　右美托咪定增强小儿外科手术后芬太尼的镇痛效果

　　 沈　杨，金立红，张马忠　８２７!!!!!!!!!

　超声引导下胸锁乳突肌间隙颈浅丛神经阻滞麻醉用于

锁骨手术的临床效果　 杨永刚，葛东明　８３１!!

　顺式阿曲库铵闭环肌肉松弛注射系统在胸腔镜

手术中的应用

　　 李　冰，薛纪秀，叶　新，等　８３５!!!!!!!

　地佐辛超前镇痛对髋关节置换术患者白细胞介素６

和白细胞介素１０的影响

　 鲁应军，陈章玲，朱　涛，等　８３９!!!!!!

　术前预先静脉输注右美托咪定对老年患者围术期心肌

肌钙蛋白Ｉ的影响

　　 胡　湘，沈　亮，陆志俊　８４３!!!!!!!!!

　外周血α１抗糜蛋白酶的表达与术后认知功能障碍

发生的关系　 施丽燕，徐　静，万燕杰　８４６!!!

　刺血拔罐与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急性期头面部

带状疱疹的疗效比较

　　 郑蓓洁，陈　煜，王祥瑞　８５０!!!!!!!!!

　小剂量艾司洛尔复合乌拉地尔对老年患者拔除气管

导管期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何凤勇，朱　婵，张根生，等　８８３!!!!!!!

　酮咯酸氨丁三醇预处理减轻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

注射痛的效果　 王丽臖，李文献　８８５!!!!!

　右美托咪定对神经外科手术全身麻醉镇静深度的影响

　　 端木家启，罗文杰　８８７!!!!!!!!!!!

　麻醉深度监测对手术患者临床预后的影响

　　 徐　鹏，沈　杰，张富军　８９０!!!!!!!!!

　术后认知功能障碍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进展

　　 何　苗，罗　艳，于布为　８９３!!!!!!!!!

　右美托咪定的器官保护作用 徐守才，赵海芳　８９８!

　腰丛和骶丛神经阻滞麻醉在一例脊柱侧凸的高龄患者

髋部骨折手术中的应用

　　 殳卓琳，赵达强，江　伟　９０１!!!!!!!!!

　盐酸利多卡因胶浆联合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在胶囊内镜

检查中的应用

　　 陆　娟，王晓春，浦俭斌，等　９３５!!!!!!!

　破解恶魔抽签，保障母婴安全

———谈麻醉医师在羊水栓塞救治中的角色和作用

刘志强　９９３!!!!!!!!!!!!!!!!

　右美托咪定对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恶心呕吐

和镇痛的影响　 刘珏莹，陈　智，仓　静　９９５!!

　超声引导下腹横肌平面阻滞用于全身麻醉下剖宫产术

术后镇痛的效果

　　 刘　林，徐文平，肖　飞，等　１０００!!!!!!

　急性高容量血液稀释对行妇科手术患者帕瑞昔布钠

预防性镇痛作用的影响

　　 沙　勤，周　琦，费凤英，等　１００４!!!!!!

　ＧｌｉｄｅＳｃｏｐｅ视频喉镜与直接喉镜用于全身麻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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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手术气管插管的比较

　　 孙晓林，李海冰，林　蓉，等　１００８!!!!!!

　不同剂量右美托咪定用于女性患者全身麻醉诱导期的

临床观察　 沈富毅，徐振东，薛庆生，等　１０１２!

　电针预处理对于老年关节置换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

影响 姜慧丽，陈利海，王丹丹，等　１０１７!!!!

　右美托咪定联合罗哌卡因在腹横肌平面阻滞中的应用

　　 沈伟军，傅舒昆，张淼苗　１０２０!!!!!!!!

　多发伤患者早期降钙素原水平临床意义分析

　 吴春荣，崔宇慧，杨春辉，等　１０３２!!!!!!!

　不同预给氧方式对剖宫产术中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

所致胎儿宫内缺氧和新生儿神经发育行为的影响

　　 李　江，刘志强，杨慧琳　１０５７!!!!!!!!

　右美托咪定对小儿术前焦虑和苏醒期谵妄的影响

　　 彭晓静，刘　海，张　辉，等　１０５９!!!!!!

　鞘内注射舒芬太尼预防性镇痛对剖宫产术后镇痛的

影响 曹　爽，何　虹　１０６１!!!!!!!!!!

　宫缩调节剂与产科麻醉　 罗青妍，黄绍强　１０６５!!

　带状疱疹后遗痛的临床研究

　　 李浪平，顾卫东，顾明红，等　１０７０!!!!!!

　羊水栓塞一例并文献复习

　　 宋玉洁，孙晓林，徐振东，等　１０８０!!!!!!

骨科

　关爱老人，重视老年髋部骨折 张长青　１!!!!!!

　老年髋部骨折绿色通道建设 胡　海，张长青　２!!

　老年髋部骨折围术期的内科问题和对策

　　 张　莉，胡　海，单　宇，等　７!!!!!!!!

　老年髋部骨折手术时机与术后并发症和预后的关系

　　 张　辉，李晓林　１２!!!!!!!!!!!!!

　ＩＮＴＥＲＴＡＮ髓内固定在股骨转子间骨折治疗中的应用

　　 周祖彬，高悠水，孙玉强　１７!!!!!!!!!

　导航指引下打入股骨远近端的导针与股骨轴线间的

关系 高　洪，罗从风，张长青，等　２１!!!!!

　髓外固定对超高龄股骨粗隆间骨折内固定的疗效

和意义 张　伟，陈圣宝，王宏瑞，等　２６!!!!

　老年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围术期并发症的分析

　　 丁　坚，缪旭东，陈圣宝，等　３１!!!!!!!

　利伐沙班与低分子肝素预防老年髋部骨折深静脉

血栓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龙安华，张立海，李鸿达，等　３５!!!!!!!

　年龄≥８５岁股骨颈骨折患者行双极人工股骨头

置换术的疗效和安全性

　　 刘　华，陈圣宝，胡　海　３９!!!!!!!!!

　老年髋部手术围术期的风险因素　 周全红　７８!!!

　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前心脏功能的快速评估

　　 张世民，王宏宝，张少衡　８３!!!!!!!!!

　去势骨质疏松的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邵泓达，汤光宇　９４!!!!!!!!!!!!!

　基于软骨和韧带的全腕关节有限元模型建立和舟状骨

生物力学研究

　　 朱海波，朱建民，马　南，等　６０２!!!!!!!

　无骨折脱位型颈脊髓损伤手术疗效和预后的影响因素

　　 夏新雷，吕飞舟，马晓生，等　８６８!!!!!!!

　ＩｎｔｅｒＴＡＮ钉与股骨近端防旋髓内钉治疗不稳定股骨

转子间骨折的临床疗效

　　 彭永岳，黄燕峰，孙　华　９２７!!!!!!!!!

　１、２间室伸肌支持带上动脉血管蒂骨瓣结合外固定支架

治疗舟骨骨不连伴缺血性坏死

　 嵇伟平，韩　培，柴益民　１０４８!!!!!!!

　改良 Ｈｅｎｒｙ入路掌侧解剖锁定钢板固定治疗桡骨远端

不稳定性骨折

　　 庞　飞，严世贵，郦仕杰，等　１０５２!!!!!!

妇产科

　ＭＲＫＨ综合征的临床现状

　　 吴晓梅，席晓薇，丰有吉，等　２００!!!!!!!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促进子宫内膜癌细胞白细胞介素６

分泌　 贺银燕，蔡玲玉，吴晓梅，等　２３１!!!!

　ＥＰＥｖａｌｕａｔｏｒ统计软件在促卵泡激素测定方法学验证

评估中的作用 夏　曦，周文中　６１８!!!!!!

　胎盘巨噬细胞数量和滋养细胞凋亡与重度子前期的

相关性　 吴震溟，林建华，张　羽，等　７９３!!!

眼、耳、鼻、喉、口腔、皮肤科、精神科

　喉和咽肿瘤手术后炎性并发症的预防与治疗

　　 董　频　２０３!!!!!!!!!!!!!!!!

　眼科住院医师培养教学理念的探讨

　　 刘海芸，刘　，朱弼臖，等　２１０!!!!!!!

　两种白内障手术切口对术后泪膜和眼表的影响

　　 李　敏，陈轶卉，盛敏杰　３３６!!!!!!!!!

　应激条件下健康男性自主神经反应与特质焦虑的关系

　　 邓光辉，周雅玲，刘永芳　５１６!!!!!!!!!

　听觉功能重建的现状与展望 殷善开　９１３!!!!!

　变应性鼻炎的症状、体征和过敏原检测分析

　　 魏　峻　９８２!!!!!!!!!!!!!!!!

　糖原合酶激酶３β在鼻息肉组织中的意义

　　 刘仲娟　９９０!!!!!!!!!!!!!!!!

放射、超声科

　超声心动图诊断小细胞肺癌心脏转移一例

　　 孙成瑜，雷凯荣，姚　炜　１３８!!!!!!!!!

　超声三维心肌应变指标评估左心室收缩功能的

应用价值 陈　晖，徐迎佳，吴卫华，等　５６４!!!

　实时超声弹性成像对梗阻性黄疸的定量化诊断价值

　　 李银侠，洪峻峰，郭　佳，等　５９５!!!!!!!

　应用能量多普勒超声评价温通散熏洗法治疗

糖尿病足的临床疗效

　　 王坚锋，陶　枫，何　峥，等　５９９!!!!!!!

　原发性中纵隔精原细胞瘤一例

　　 代秀玲，施　倩，唐胜飞，等　６３９!!!!!!!

　经直肠超声造影和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评价前列腺

射频消融术的短期效果

　　 胡　滨，胡　兵，陈　磊，等　８７６!!!!!!!

　从“三个延伸”看中国影像医学的创新与发展

　　 赵俊功　９１６!!!!!!!!!!!!!!!!

　上海地区正常成人前足Ｘ线片测量数据

　　 曾　明，付士平　９１９!!!!!!!!!!!!

　声辐射力触诊成像技术在甲状腺实性结节良恶性鉴别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徐　芳，支芬燕，罗伟华，等　９６６!!!!!!!

其他

　公溥仁心济世臻程再创市一辉煌　 王兴鹏　１８３!!

　临床药学的现状与发展 刘皋林，李晓宇　２０６!!!

　ＩｇＥ及其可溶性高亲和力受体α链与慢性荨麻疹的

相关性分析 黄　燕，戴慧蓉，王　娟，等　２３８!!

　建模的艺术：中国大型医院的手术排程

　　 钟力炜，万国华，唐国春，等　２５４!!!!!!!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中国公立医院运行机制和转型策略

分析　 张舒雅，林文进，耿　娜，等　２６３!!!!

　中国尸体器官和活体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

　　 江一峰，马　磊，张舒雅，等　２７０!!!!!!!

　仁爱承先志，创新谱新篇　 贾伟平　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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