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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例胰腺实性假乳头瘤临床诊治分析  

计凤鸣,王连敏,郑成军,丁珏宁君,邹浩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0):174-178.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血中 RELM-β、 VEGF 表达及意义  

邵婕,徐艳,王军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0):179-183. 

 
肿瘤 c-Met 靶向分子成像探针的研发、 制备与应用进展  

燕吉,韩兆国,孙夕林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0):184-187. 

 
Hippo 信号通路在骨肉瘤中的研究进展  

陈敬腾,方硕,郭卫春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0):188-191. 

 
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发生、发展及治疗的现状及展望  

熊波波,张劲松,王海峰,左毅刚,王剑松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0):192-195. 

 
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与中枢性位置性眩晕的鉴别诊断  

应乐安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0):19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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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乳腺癌内分泌治疗重要内容解读  

黄元夕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4. 

 
硫氧还蛋白互作蛋白在乳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肖聪,张懿敏,孙圣荣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5-7,168, 168. 

 
胰腺癌循环肿瘤细胞检测及其临床应用  

余倩,姜立新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8-10. 

 
小分子 IGF-1R 抑制剂在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黄佳秀,孙莹莹,孙夕林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1-14,45, 45. 

 
CD22-CD19-CAR-T 细胞治疗儿童难治性复发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研究进展  

孙柏青,张莹,张静,张丽坤,曹峰林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5-18. 

 
T3 对缺氧/复氧致小鼠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  

廖小婷,曾彬,刘磊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9-23,30, 30.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肾血流阻力指数与血清脂蛋白 a 对肾功能进展的预测  

赵凡,丁国华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24-30.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严重程度对高血压患者血浆肾素活性及醛固酮浓度的影响  

骆秦,陶维俊,王梦卉,汪迎春,李南方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31-35. 



 
血清 CRP 联合滑液 CRP 辅助诊断关节假体周围感染的价值分析  

邢赛,彭昊,方洪松,邓爽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36-40. 

 
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研究肺部良、恶性磨玻璃结节的 HRCT 影像特征  

祁闻,赵红,王龙胜,郑穗生,杨进,张小艳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41-45. 

 
苦豆碱对肾癌 A498 细胞的体外杀伤作用研究  

李明,秦聪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46-49,172, 172.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 Vaspin 和 IL-1 水平变化及意义  

李娜,刘晶,袁和菊,刘晓霞,李兴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50-52,79, 79. 

 
直接前入路与后外侧入路全髋关节置换术后隐性失血对比研究  

蔡伟松,彭飞,周思齐,张宇标,韩广弢,李皓桓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53-56. 

 
141 例危重孕产妇抢救治疗经过的临床分析  

左小淑,陈伟,周晨亮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57-60. 

 
非肥胖型与肥胖型非酒精性脂肪肝临床特点比较分析  

朱德斌,吴金明,董金玲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61-65. 

 
LMNA 基因突变与先天性心脏病患者的关系研究  

林炜,王涵磊,林志勇,葛捍伟,薛继阳,楼志凌,赵琦峰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66-68,65. 

 



腹膜透析降钙素原水平及与透析充分性的关系  

陈琦,王本勇,王鸣,赵宁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69-73. 

 
线粒体自噬在糖尿病因素影响七氟醚后处理心肌保护作用中的机制  

郭大鹏,贺建东,韩冲芳,王一珍,王志豪,王慧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74-79. 

 
不同抗生素耐药水平下幽门螺杆菌对黄连素的耐药特性  

陈霞,夏晨梅,张忠臣,钱小棋,王雨银,毛珺梁,汤清清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80-83. 

 
妊娠期糖尿病“一日病房”干预效果分析  

徐彩炎,王润锦,罗富强,吴青芸,张皓宇,付玉静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84-87,73. 

 
PD-L1 表达与乳腺癌临床病理参数及预后的关系  

李玉玲,毛尊,巩玉森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88-94. 

 
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分析  

王洋,苏彩梅,黄美玲,郭丝锦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94-100. 

 
细针穿刺检测 Galectin-3 和 CK19 在甲状腺滤泡状肿瘤中的表达差异  

范晓峰,胡蓉菲,朱婷,车欣,伍珑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01-104. 

 
平均血小板体积对肺栓塞复发的预测价值研究  

谢小兵,高云,刘凯,凌敏,苟安栓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05-108.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脂肪组织 ERα表达水平对胰岛素抵抗的影响  



徐宁,张薇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09-113. 

 
剪切波弹性成像在腕管综合征中的应用研究  

程跃跃,余方芳,马列,邹春鹏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14-117,126, 126. 

 
尿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和粪钙卫蛋白在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中的诊断价值  

李海静,朱敏丽,黄玉梅,姜娜,林振浪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18-121. 

 
SUVmax 联合 CEA、NSE、Ca211 对肺癌诊断价值  

李镇江,赵杰,贾晓民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22-126. 

 
2 型糖尿病患者周围动脉弹性改变特点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郑金珏,李秀云,周琳,陈倩倩,郑超,邹春鹏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27-131. 

 
斑点追踪分层应变评价尿毒症患者左心室心肌收缩功能的变化  

徐立新,朱张茜,潘高云,尤利益,李选峰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31-135,143, 143. 

 
18F-FDG PET/CT 体积及肿瘤异质性参数对宫颈癌临床分期、病理类型及预后预测

价值的研究  

郭悦,姚稚明,陈聪霞,陈敏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36-143. 

 
右美托咪定用于鼻内镜手术对控制性降压和苏醒期躁动的影响  

石晴晴,耿莹,徐月丹,刘功俭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44-147,152, 152. 

 
长链非编码 RNA DNM3OS 在胃癌中的研究  



刘莹,陈兴银,谭婷,刘长青,汤顺玉,李响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48-152. 

 
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联合卡铂在铂类敏感复发性卵巢癌患者中的临床观察  

王崇,陆林,高世乐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53-157. 

 
异质性万古霉素中介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筛选和生物被膜形成能力的研究  

王兵,杨靖娴,邵冬华,梁国威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57-161. 

 
空心螺钉固定治疗第 5 跖骨基底部骨折的疗效分析  

曾峥,刘洋,费凯,闫家智,王冰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62-165. 

 
腹膜假黏液瘤复发间隔时间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卢一艳,齐长海,李方,侯芳,郝志红,翟喜超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65-168. 

 
炎症性肠病的心血管系统表现  

朴希洋,田山,董卫国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69-172. 

 
脑外伤影响肢体骨折愈合相关机制的研究进展  

李磊,夏德萌,许硕贵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73-176. 

 
急性肾损伤与急性肺损伤相互关系的研究进展  

陈星华,朱凯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77-179,183, 183. 

 
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特点及功能研究进展  

王瑛,姚晓光,李南方,努尔古丽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80-183.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徐皓,鲍计章,周永明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84-187,176. 

 
肥胖状态下脂肪组织血管新生机制研究进展  

高新雨,白宁宁,胡瑞玮,严寒,方启晨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88-191. 

 
PBL 结合高仿真电脑模拟人在医学生急诊实习中的应用  

王长远,王征,朱丹丹,王晶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92-194. 

 
任务驱动教学法联合Sandwich教学法在消化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研

究  

池添雨,张玫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1):19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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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砷古方青黄散治疗恶性血液系统疾病  

李柳,麻柔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1-3. 

 
我国痛风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  

杨丽华,刘晓丽,蒋雅琼,康龙丽,马利锋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4-6,10, 10. 

 
神经生长因子在糖尿病心血管系统病变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高盼,岳维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7-10. 

 



DNA 甲基化与糖尿病肾病的研究进展  

陈林娜,张鹏,王汉民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11-13,132, 132. 

 
绝经因素与代谢综合征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常鑫,赵楠,汤旭磊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14-16,64, 64. 

 
内皮祖细胞与组织工程皮肤构建  

李洁,李欣,蒋如如,阎春生,哈小琴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17-19,27, 27. 

 
细胞释放的微粒的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杨荟圆,路明,张迎媚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20-23. 

 
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相关蛋白 A 的研究进展  

姚灵,李南方,姚晓光,努尔古丽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24-27. 

 
重症急性胰腺炎患者外周血 Th22 细胞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焦艳,张永辉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28-31. 

 
外周血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表达水平在冠心病诊断中的作用及临床意义  

陈涛,孟祥平,余明,张欢,范稣圳,蒋学俊,徐林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32-35,107, 107. 

 
小于胎龄儿母婴血浆中甜菜碱的水平及其与孕妇糖代谢的关系  

翟笑,刘洁颖,李融融,刘俊涛,宋英娜,马良坤,乔宗旭,赵贵芬,王瑞平,张茜,邓明群,付

俊玲,周丽媛,赵楠,宋玮,肖新华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36-40. 

 



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联合 FAM172A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许培培,李梅芳,李连喜,郭明高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41-43,49, 49. 

 
剪接体蛋白 SmD3 在果蝇 S2 细胞中对 U2A 的影响  

栾晓瑾,颜一丹,陈霞,谢冰,郑倩雯,王敏,陈万银,乔晨,于骏,方杰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44-49. 

 
microRNA-132 通过调节 VEGF 通路抑制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血管生成的机制研

究  

李巍,高洋,赵永刚,刘欣,孙显辉,吕彦,张景华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50-53. 

 
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LSD1 对直肠癌 CACO-2 细胞侵袭能力的研究  

侯高超,刘现立,刘怡文,原翔,顾晨文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54-58. 

 
SAM 系小鼠生命进程和生存质量评价以及寿命分析  

樊蕊,杜倩,郝云涛,徐美虹,李勇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59-64. 

 
黄芪总苷防治氯胺酮麻醉致幼鼠记忆损伤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杨飞,钮峥嵘,李瑞轩,徐桂萍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65-68,72, 72. 

 
补硒治疗甲状腺功能正常的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的疗效探究  

冼秋花,刘美志,孙杜桑,邱军辉,雷涛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69-72. 

 
别嘌呤醇治疗慢性心力衰竭大鼠的治疗效果及机制  

孙桂芳,王孝微,张静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73-76,160, 160. 

 



rhEPO 减轻糖尿病大鼠尿蛋白排泄机制的实验研究  

刘慧娟,黄雯,张梅,陈燊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77-81,142, 142. 

 
色素上皮衍生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其比值预测子痫前期的价值  

戴蕾,赵丽娜,董武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82-85. 

 
PCV-VG 通气模式对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患者肺保护的影响  

刘红,于立强,张茂银,王光磊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86-90. 

 
外周血淋巴细胞和 CD4+T 细胞在类风湿关节炎中的表达和意义  

郑小娟,段亚男,温鸿雁,李小峰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91-95,145, 145. 

 
孕妇血清维生素 E、氧化应激损伤指标与子痫前期的相关性研究  

郭冰杰,杨彩梅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96-99. 

 
1~12 月龄早产儿与足月儿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对比分析  

张玄,张萍,周萍,王小燕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100-103. 

 
儿童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性及基因型研究  

陈泗虎,李凯,张胜翔,李昌崇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103-107. 

 
CD64 指数对糖尿病足截趾风险的预测价值  

孙好杰,窦连军,耿厚法,梁军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108-110,127, 127. 

 
骨化三醇对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 Th17/Treg 失衡的干预作用  



曹正,余蓉,薛冰,王建荣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111-114. 

 
结构脂肪乳对肝癌术后肝功能、免疫功能及肝再生相关因子的影响  

石文征,宋京海,牛小娟,李喆,韦军民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115-118,123, 123.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合并急性心力衰竭患者肠黏膜屏障功能变化的临床研

究  

宋晓洁,王厚清,许铁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119-123.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 IMRT 治疗肺癌诱发的急性放射性肺损伤的危险因素研究  

朱成斌,古丽娜尔·吐尔地,赵辉  

医学研究杂志,2019,48(12):124-127. 

 
盐酸小檗碱联合甘草酸二铵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 Th17/Treg 细胞失衡及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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