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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波波，张劲松，王海峰，左毅刚，王剑松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5-8. 

 
长链非编码 RNA 与结肠癌发生、发展关系的研究进展  

彭志浩，李玉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9-11，4, 4. 

 
脑机接口在意识障碍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吕威，虞容豪，谢秋幼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2-15. 

 
脑白质缺血性损伤与再生的体外模型研究进展  

邱杨，张菁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6-18，15, 15. 

 
外源性 HMGN2 入胞并抑制骨肉瘤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尹佳，徐恩杰，马骁，周许辉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9-24，29, 29. 

 
Transgelin 基因在主动脉壁中异常表达对主动脉夹层的影响  

郭娴，蒋丁胜，魏翔，陈军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25-29. 

 
中枢性 PNET 患者基因表达谱变化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汪颖，李朋，王博，刘丕楠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30-34. 

 
2 型糖尿病合并下肢动脉闭塞症危险因素分析  

许建萍，肖新华，冯宝玉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35-38. 



 
支气管扩张伴肺癌的临床特征及相关性研究  

迪娜·木拉力，陈莉娜，加孜那·托哈依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39-43. 

 
高血压患者室性期前收缩与心率变异性的关系  

余巧，王静，舒玲，包明威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43-47，38, 38. 

 
CNP 对急性心肌缺血大鼠室性心律失常的影响  

何燕，刘育，周明敏，谢轲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48-52. 

 
维生素 D 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的表达  

桂娟，张婕，徐望明，谢青贞，夏旖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52-55. 

 
基于 Logistic 回归分析及 ROC 曲线评估 LAP 对 PCOS 糖代谢状态的预测价值  

张美微，侯丽辉，李妍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56-60. 

 
外源性雌孕激素联合给药诱导雌性大鼠人工动情周期的方法学探讨  

刘坤，王玉杰，李亚琼，张浩，张胜男，魏盛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61-64，69, 69. 

 
线粒体 ATP 敏感性钾离子通道开放剂对冠心病大鼠心肌细胞影响及机制研究  

谢玉霞，姜海兵，杨洁，张静，梁铖，刘文宁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65-69. 

 
AECOPD 患者右心功能不全的多维分级风险评分的构建  

吴长东，侯铭，杨嵘，张静，范蕾，梁玥，王萍，贺艳，薛克栋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70-73，79, 79. 

 



caspase-3 和 caspase-8 在铅中毒大鼠心肌细胞中的表达特点研究  

赵红宇，李亚山，朱为梅，吴菲，李德旋，周盛，杨红玲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74-79. 

 
淋巴结清除范围与腹腔镜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后并发症和再入院的相关性研究  

李前进，马惠斌，王文光，马涛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80-84. 

 
松果菊苷通过调控 SIRT1/PGC-1α信号通路改善肥胖糖尿病小鼠肝损伤  

杨洛，唐凤娟，张祥，廖敏，郝亚荣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85-89，60, 60. 

 
下调 Smad1 基因抑制 RA-FLS 侵袭和迁移  

王培，楚天舒，阎磊 刘冰，朱清，邵凤民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90-94. 

 
腹腔镜与开腹右肝切除治疗肝恶性肿瘤疗效比较的 Meta 分析  

张明雄，冯艳，郑梦秋，刘立鑫，张小文，邹浩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94-99. 

 
AMH 对暴露于化疗毒性下卵巢功能损伤的评估价值  

李晓林，刘思旋，黄润，马丽思，宗祥云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00-104. 

 
小檗碱通过 NF-κB 相关通路抑制 AGEs 诱导的小鼠小胶质细胞活化的实验研究  

万瑾舒，顾蓓，刘玉琴，南凤尾，张孟仁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05-108. 

 
MTHFR 基因 C677T 多态性与早产相关性研究的 Meta 分析  

王雪琪，王世文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09-114，34, 34. 

 
内镜下单双侧减压治疗对侧症状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疗效分析  



孟强，吴继彬，孙玛骥，吴东迎，王秋安，袁峰，郭开今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15-118，174, 174. 

 
合并 2 型糖尿病的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和普通感染者肝细胞损害和病毒学标志比

较  

程艳冬，董晨，杨东辉，潘明洁，许碧云，毕艳，朱大龙，周乙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19-121.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对患者超声骨密度及骨代谢标志物的影响  

黄占强，曹亚文，王娜，霍静，丁华杰，齐海花，曹俊杰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22-125. 

 
罗库溴铵复合顺式阿曲库铵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患者的肌松效果  

裴大庆，周红梅，周清河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26-129. 

 
早期 2 型糖尿病肾病患者血糖波动与氧化应激及尿白蛋白肌酐比、尿 β2 微球蛋白

的相关性研究  

周建华，李晓华，贝鹏剑，徐艳红，李丽华，朱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29-133，145, 145. 

 
smad1/5 信号通路在诱导多能干细胞成釉分化中的作用研究  

刘治，覃文聘，高鹏，谭蕾，张乐琪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34-140. 

 
肝硬化糖代谢异常筛查模型的构建  

李雪勤，朱炳喜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41-145. 

 
贫血在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患者预后生存中的意义  

华蕾，王占聚，王春杰，李明霞，杨婷婷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46-150. 

 



WNT9B 基因新突变与子宫纵隔发生相关联  

李晟辉，冯帆，褚春芳，骆黎静，李琳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50-155. 

 
神经导航辅助钻孔引流术对老年性脑出血的疗效  

侯魁元，米山，苏颖，曲艺，牟壮，焦乐，邓贺民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55-159. 

 
NLR 与中青年结肠癌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黄坤，赵晓琳，程建平，于久飞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59-162. 

 
催乳汤联合穴位按摩治疗产后缺乳症的临床观察  

高万里，廖琪，马秀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62-165. 

 
双功能酶6-磷酸果糖-2-激酶/果糖-2,6-双磷酸酶 4(PFKFB4)在肿瘤中的作用与研究

进展  

余朝军，赵宁辉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66-170. 

 
继发性淋巴水肿的治疗进展  

杨伊兰，龙笑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70-174. 

 
我国产科医生炎症性肠病妊娠知识教学必要性和教学效果  

谭蓓，孙颖昊，李玥，马良坤，钱家鸣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75-177，140, 140. 

 
反馈性文献教学在青年医师培养中的实践与评价  

俞楠泽，王晓军，龙笑，黄久佐，王阳，刘志飞，康维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3):178-181，5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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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靶向微泡破坏在肿瘤基因治疗中的应用现状及研究进展  

张波，王琳萍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4. 

 
中国多中心主观认知下降纵向研究 ——SILCODE 方案  

王晓妮，赵忠，韩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5-8,33, 33. 

 
轴突起始段与神经系统疾病研究  

宋彬彬，杨璇，甄然，于佳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9-12. 

 
神经胶质细胞与睡眠研究进展  

滕柳，郭海波，王慧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3-15,23, 23. 

 
运动神经元生存蛋白缺失与心脏疾病的研究进展  

钟晓，宋紫光，高萍萍，宋湘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6-19. 

 
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1 在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作用及临床应用  

杨依，赵丽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20-23. 

 
进餐前服用白芸豆提取物对餐后血糖的改善功效  

杨宁，赵燕云，施文彩，周金花，郑璇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24-28. 

 
心理应激对大鼠牙周炎组织 NF-κB 表达的影响  

邓道坤，刘佳，张旻，陈永进，李强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29-33. 

 
长链非编码 RNA DSCAM-AS1 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陈琦，陈慧，池华茂，许文林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34-38. 

 
突变型与野生型胃肠道间质瘤基因筛选及信号通路分析  

何毅刚，石鑫，于建平，王婧，张亚男，刘宏斌，陈为凯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39-47. 

 
青中年健康体检人群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危险因素分析  

张旭，李晓利，张金花，白秉学，孙沛，尹慧君，王耀辉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48-51,38. 

 
外周血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度及狼疮性肾损害程

度的相关性研究  

刘圆圆，陈星华，丁国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52-56,86, 86. 

 
楔形切除与改良全埋入式垂直褥式缝合在二次剖宫产腹壁切口中的应用  

陈佳佳，赵慎之，董克，王剑平，项慧秋，黄贤萍，许张晔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57-61. 

 
淫羊藿女贞子配伍(4∶3)影响自然衰老大鼠脾脏及胸腺的研究  

马紫童，王雪帆，唐秀凤，高莹莹，王瀚，刘仁慧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62-67. 

 
二氢杨梅素对 H2O2 诱导 PC12 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  

王署美，王琳，王硕，李万忠，李海健，吕艳娜，赵春贞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67-70,74, 74. 

 
妊娠早期血脂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关系研究  

兰雪丽，陈奕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71-74. 

 
BTN3A3 低表达促进肝细胞癌的恶性进展  

张梦梦，苏晓东，田毅夫，季佳宇，刘福生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75-80. 

 
金雀异黄素通过ROS-NLRP3-IL-1β途径保护角膜上皮细胞免受高渗刺激诱导的损

伤  

周洋，陈婷妍，美丽巴努·玉素甫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80-86. 

 
松果菊苷对 db/db 糖尿病小鼠心肌细胞脂质代谢紊乱的改善作用  

张祥，杨洛，廖敏，郝亚荣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87-92. 

 
ASPM 基因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吕珊妹，徐文杰，王艺臻，董学君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93-99. 

 
miR-222-3p 靶向 SOCS5 促进宫颈癌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薄晓莉，哈丽亚·哈力木别克，潘静，张清华，付晓雯，王建军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00-104,112, 112. 

 
剥脱综合征白内障者单个核细胞中 Notch2 基因及其靶蛋白表达研究  

丁琳，王慧琴，凯迪丽亚·阿力甫，买尔哈巴·米吉提，吴卫东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05-108. 

 
超声引导下胸神经阻滞和竖脊肌平面阻滞用于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后镇痛效果的比

较  

陈程哲，李会芳，任益锋，孙习文，洪道先，郑孝振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08-112. 

 
异搏定通过抑制TXNIP介导的细胞凋亡和炎症减轻高脂喂养小鼠的糖尿病前期神



经病变  

叶婷，阿克拜尔·乌普，岳薇薇，马丽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13-117. 

 
粉防己碱对人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株 S0-Rb50 增殖凋亡影响的可能机制研究  

马高恩，焦云娟，贺琳，刘向玲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17-122,99. 

 
声触诊组织成像量化技术对三阴性与非三阴性乳腺癌的鉴别诊断价值  

黄佩佩，朱张茜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23-127,162, 162. 

 
自体富血小板胶治疗糖尿病性皮肤溃疡疗效的 Meta 分析  

白松杰，颜亚岚，张莉，曾冰，王薇，黄志勇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28-134. 

 
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 B 型钠尿肽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穆利英，熊筱伟，郭彩霞，孟帅，杜凤和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35-138,144, 144. 

 
算盘子提取物治疗大肠杆菌性腹膜炎的机制研究  

胡明烨，王长娜，武春晓，周程艳，余颖聪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39-144. 

 
弹性髓内钉与钢板治疗锁骨骨折前瞻性研究  

杜浩，田笑笑，郭丹，涂世成，王坤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45-148,152, 152. 

 
单孔 VATS 术后切口愈合不良预测模型的建立  

戴春雷，吕彦天，单月宏，彭勇，谢永明，臧蔚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49-152. 

 
VTIQ 在小儿先天性肌性斜颈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李天然，罗洪霞，赵雅萍，陈凯，邹春鹏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53-157. 

 
不同透析方式青中年透析患者的感染特征分析  

蒲玲，丁国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57-162. 

 
右美托咪定对脂多糖诱导的子宫内膜炎小鼠子宫组织中 TLR4-NF-κB/NLRP3 炎

性小体介导的炎性反应的影响  

李鲜风，杨丽绢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63-168. 

 
褪黑素减轻大鼠颈动脉球囊损伤后炎性细胞浸润  

杨根欢，汪岩，廖鹏志，贾玉龙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69-172. 

 
磷酸甘油酸变位酶 1(PGAM1)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宋宜朋，高超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72-175. 

 
奥布卡因凝胶用于双腔气管导管插管对麻醉恢复质量的影响  

吴豪，谈世刚，程鹏飞，罗中兵，周翔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75-179,168. 

 
Keratograph 5M 综合眼表分析仪在评估低龄儿童干眼中的应用  

赵军，赵宏伟，宫玉波，许倩倩，罗灵，石圆圆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80-182. 

 
牙本质磷蛋白在牙组织仿生矿化中的研究进展  

杨阳，陈永进，张旻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4):183-185,190, 190. 

 
瘦素对葡萄糖稳态的调节作用  



李佳欣，陈思琦，吴鑫宇，王博，葛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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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啸晨，舒莉，周玲，孙荣鑫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5):88-92. 

 
CHC 患者 HCV 基因分型及与肝功能指标的关系  

杨慧洁，虞莉莎，殷雪瑞，陈占国，郑晓群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5):93-96，75. 

 
育龄期女性多囊卵巢综合征相关因素研究  

帕孜力亚·牙生，马瑛，占琼，姚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5):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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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延兵，姚庆和，王新军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5):170-176. 

 
线粒体结构及功能异常在骨关节炎软骨退变中的作用研究进展  

覃文聘，闫舰飞，焦凯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5):177-181. 

 
蛋白质组学在系统性血管炎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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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长寿相关 GWAS 及其与健康状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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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直肠多普勒超声结合组织病理学探讨痔病形成机制  

阿迪力江·艾麦提，艾山江·乌买尔江，王辉 吴瑄 包辉，马木提江·阿巴拜克热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6):51-55.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外周血髓样树突状细胞中 BTLA与B7-H4共表达检测及临床意

义  

徐欢 黄纪，孙胤富，王万党，张俊爱，徐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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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楠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6):66-69,7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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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杂志,2020,49(6):177-180. 

 
PBL 与 CBL 在我国进修医师培训中的应用现况与比较  

钟沃权，孙垂国，李危石，陈仲强，齐强，郭昭庆，曾岩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6):181-183. 

 
2020 年 7期 

 

重视糖尿病前期的中西医结合干预研究  

魏军平，韦茂英，肖瑶，李菲，晏蔚田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4，170, 170. 

 
线粒体功能及其与急性肾损伤和糖尿病肾病的关系  

关毅鸣，王丽妍，刘文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5-8. 

 
自噬在肾缺血再灌注损伤中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彭显月，梁国标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9-11，16, 16. 

 
噬菌体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骨髓炎的特异性治疗  

苏子龙，文强强，刘岩，谷峰，隋镇江，于铁成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2-16. 

 
内质网应激在胰岛损伤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石洁，王宁，赵芯欣，张锐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7-21. 

 
LOX-1 作为潜在的肺特异性衰老标志物的相关研究  

曾律滔，范国庆，欧阳秋庚，崔菊，蔡剑平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22-26. 

 
锌指蛋白 ZBTB20 原核重组表达与纯化体系的优化  



苏凯，谢志芳，张海，章卫平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26-30，135, 135. 

 
不同成肌诱导液对人尿源干细胞体外成肌分化的探究  

李凤雯，姜之歆，王从容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31-34. 

 
蛋白尿阴性成人 1 型糖尿病肾小球滤过率相关因素分析  

邓明群，周丽媛，翟笑，刘洁颖，付俊玲，虞睿琪，潘妘頔，马丽媛，于淼，许

建萍，李文慧，冯凯，肖新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35-38. 

 
非狭窄性斑块在不明原因栓塞性脑卒中的作用  

晏玉凤，李爽，宋小燕，王国栋，王乔树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39-43. 

 
急性脑梗死合并冠心病患者的危险因素分析  

马斌，张卫，花放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44-48. 

 
FXR 基因多态性与脓毒症的相关性研究  

杨晨，刘瑜，陈阳希，郭蕾，万文辉，赵玉生，王立群，黄方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49-53，112, 112. 

 
miR-182 作为胃癌潜在生物学标志物的 Meta 分析及生物信息学分析  

徐雪莲，唐富天，张凡，曾蕾，罗曼曼，李玉民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54-61，43. 

 
苯丁酸钠通过下调 CLDN4 基因 DNA 甲基化对喉鳞状细胞癌增殖与凋亡的作用研

究  

卡衣赛尔·卡哈尔，艾力根·阿不都热依木，谭元元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62-68. 

 



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医证型分布及临床特征分析  

杨艳婷，侯丽辉，王颖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68-72，81, 81. 

 
耳内镜下鼓室成形术后迟发周围性面瘫临床分析  

周琴双，汪静波，金兰兰，黄益灯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73-76. 

 
5-FU 对小鼠肠屏障的影响及益生元/菌的保护作用  

宗静，陈羽飞，刘玉琴，于健春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77-81. 

 
甲氧明的不同给药方式对新生儿酸碱平衡和产妇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肖晗冰，郭小玮，刘天雨，王敏，钮铮，齐敦益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82-86. 

 
lncRNA SCGB1B2P 通过调控 SPRY2 基因表达对肾癌细胞增殖和侵袭的影响  

鲁帅奇，李小辉，郝彤彤，韩兴涛，张寒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87-90，95, 95. 

 
慢性肾脏病患者年龄对 T 淋巴细胞亚群及细菌感染的影响  

冀颖，于磊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91-95. 

 
补肾壮筋汤含药血清介导的Sox9基因高表达对 IL-1β诱导的大鼠软骨细胞损伤的

保护机制研究  

吴锋锋，高宏梁，王国荣，李建有，黄胜，蒋雪生，李雄峰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96-99. 

 
稀有血型孕妇 IgG 抗体亚型与新生儿溶血病的相关性分析  

马印图，陈莉，张怡，董书文，杨晓亚，李莉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00-103，108, 108. 

 



实验兔经淋巴结淋巴管 X 线与 MR 造影成像的比较  

潘海鹏，潘孝根，赵凯宇，李红，郭翠萍，余远曙，赖灿，劳群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04-108. 

 
孕晚期维生素 A、维生素 E 浓度与子痫前期相关性研究  

王娜，王细先，吴跃芹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09-112. 

 
不同地区妊娠期女性叶酸代谢障碍风险及其相关基因多态性的研究  

王玲，梁雄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13-116. 

 
芍药醇对结肠炎小鼠 Foxp3 表达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柯乐斌，高仁贤，周垂杨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17-121，126, 126. 

 
IL-10 基因-1082A/G 多态性与糖尿病肾病易感性的 Meta 分析  

胡玲，王思思，周乐汀，王凉，孙铸兴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22-126. 

 
星状神经节阻滞对单肺通气老年患者脑组织氧饱和度及术后神经认知能力的影响  

闫龙剑，王冠男，李春伟，马兴对，谢文静，刘功俭，王德领，李北平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27-130，21. 

 
解剖复位和游离复位治疗髁突骨折的实验研究  

王金鹏，杨国军，黎昌学，陈筱雪，朱慧，赵格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31-135. 

 
伊立替康联合阿帕替尼治疗铂类、紫杉类耐药性晚期卵巢癌的临床疗效  

李勇威，靳晓伟，王红，刘亚男，汪海岩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36-140. 

 
高危型 HPV E7 蛋白在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中的表达及意义  



乔娟，虞红珍，吴强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41-145. 

 
我国儿童及青少年幽门螺杆菌感染流行病学特征的描述性评价  

靳大川，江平，郭师，武淑芳，王艳，许柯，秦蕾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46-151. 

 
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关的肺动脉高压不同分型的临床特点分析  

雷云霞，张晓，冯媛，王婕颖，林浩博，罗日强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52-155. 

 
circRNA-ITCH 通过 TET1 基因抑制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对鼻咽癌细胞增殖和

侵袭的影响  

常昆鹏，魏珍星，李斐，张炜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56-160. 

 
间歇性低氧大鼠肺内 TLR4 的表达及影响  

邱丹，余勤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60-164，151. 

 
超声引导下腰方肌阻滞联合全身麻醉用于腹腔镜肾脏手术镇痛的研究  

刘香君，赵林林，刘超，郭慧，彭康，刘功俭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65-170. 

 
人工关节生物假体材料的研究进展  

王强，郭高鹏，宋国瑞，张晨，刘子歌，陈德胜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71-173，178, 178. 

 
眼动技术在儿童癫痫及行为发育障碍研究中的应用  

丁宁，陈倩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74-178. 

 
PINK1-parkin 途径及其与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关系  



任鹏鹏，韩冲芳，李浩甲，王文杰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7):179-182. 

 
2020 年 8期 

 

结直肠癌肝转移癌外科治疗现状  

刘军，付马墨阳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4. 

 
骨科围术期心血管风险评估及中医药治疗进展  

陈江，贾育松，张立晶，邱瑞瑾，袁巧妹，邸学士，龙水文，商洪才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5-8. 

 
微小 RNA——心血管疾病的新兴要素  

沐嘉馨，林利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9-13. 

 
红细胞抗氧化机制的研究进展  

杨蕾，凌玲，郁多男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3-16. 

 
转化生长因子 β在心肌纤维化中的表达及作用  

张彩霞，曾彬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7-19，16. 

 
血管化复合同种异体移植物的免疫细胞亚群变化及基因谱表达  

王晨羽，丁文蕴，龙笑，王晓军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20-23. 

 
Reg3β干扰载体的构建及在 H9C2 心肌细胞中的鉴定  

易波，蔡玉立，李俊峰，包艳，陈小琳，文重远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24-28. 

 



左侧星状神经节化学消融对犬急性心肌梗死后室性心律失常的影响  

谢轲，周明敏，何燕，李棣文，刘育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29-32. 

 
西藏地区女性绝经与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风险分析  

蒋琳琳，陈祚，张林峰，王馨，杨瑛，郑聪毅，亢玉婷，邵澜，田野，王增武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33-37，23. 

 
rAAV9 介导 HIF-1α对糖尿病小鼠缺血后处理的影响  

李佳馨，李鑫，吴建江，陈思宇，王江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38-41，66, 66. 

 
THSD7A 相关特发性膜性肾病的临床及病理特征分析  

王欣，陈铖，丁国华，王惠明，梁伟，杨红霞，朱吉莉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42-46. 

 
负载二甲双胍骨组织工程支架的制备及评价  

戴桓琰，孙一丹，郑剑莹，费凡，韩冰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47-51.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基因风险评分与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  

李娜，张娟娟，付智鹏，谢伟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52-55. 

 
白藜芦醇激活 JNK 通路抑制胶质瘤细胞生长  

林晓敏，刘佳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56-61，136, 136. 

 
环状 RNA circ_0024707 对乳腺癌细胞的生长和转移的影响  

杨杰智，倪明立，徐倩，杨明月，王宁，吕红琼，黄静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62-66. 

 
血清 NSE、叶酸水平与老年继发性肌张力障碍的相关性  



杨丽娟，沙晶，李红燕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67-70. 

 
大动脉炎患者外周血 Th17/Treg 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  

贾雯，王霞，柏欢欢，张文琦，谢戬芳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71-75，170, 170. 

 
3D 打印可控式张力带技术通过刺激表皮生长和新血管形成来促进皮肤再生  

买合木提·亚库甫，刘旭，陈洪涛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76-82. 

 
脂氧素 A4 在体外循环期间的变化和相关性分析  

魏利娟，马亚飞，郭仲辉，陈小莉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83-86. 

 
RNAi 沉默 HPC2 对鼻咽癌细胞迁移侵袭的影响及分子机制  

吴梅，丁伟，唐亮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86-90. 

 
北疆牧区高血压人群治疗不依从性风险的列线图  

蔡昕添，朱晴，吴婷，洪静，刘莎莎，李南方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91-96，55. 

 
乳腺癌患者血浆 EDA 片段拷贝数变化的临床意义  

李涌涛，刘雨雄，张晨光，蒋威华，许文婷，欧江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97-100，108, 108. 

 
德谷胰岛素联合沙格列汀治疗老年 2 型糖尿病的疗效及安全性  

彭湾湾，薛君力，曾姣娥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01-104. 

 
新生儿耳聋基因联合听力筛查分析  

魏婧，鲁建央，鲁才娟，吴雅枫，詹欣，翟洪波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05-108. 

 
低 FODMAP 饮食联合美沙拉嗪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治疗中的应用  

章小艳，束龙，王卫光，童晓清，周锋，郑培奋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09-112. 

 
膳食干预对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影响  

吴锦晖，孙静，李萍，陈慧敏，罗红凤，萧敏华，刘喜红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13-116，112. 

 
新生儿溶血 3 项试验与血型抗体 IgG 亚型的相关性分析  

马印图，陈莉，张怡，董书文，杨晓亚，王少文，李莉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17-120. 

 
伴急性肾损伤的肿瘤相关性肾病临床及肾脏病理特点分析  

刘华，贾强，董星彤，李文，李银平，林娜，吴雷云，张爱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20-123. 

 
前置短透明帽在无痛单人结肠镜检查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高小毛，孙天燕，刘杰，胡兆元，孙乐，张克宁，刘亚文，吴作艳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24-128.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糖化血红蛋白与冠状动脉 SYNTAX 评分的相关性  

穆利英，吴昱，孟帅，杜凤和，郭彩霞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28-132. 

 
过表达 NF-κB 对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与凋亡的影响  

魏利超，吴旻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32-136. 

 
罗哌卡因局部镇痛用于实施快速康复外科的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镇痛疗效研究  

张然，翟建军，于飞，徐彩炎，田秀兰，侯坤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37-141. 



 
多血管多参数综合评估胎儿生长受限的价值  

王琴晓，林希，孙晓妙，杨思思，陈海迎，水旭娟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42-145，157, 157. 

 
HIV/AIDS 患者抗反转录治疗前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HIV-DNA 检测临床意义  

刘苑，潘克女，张永乐，徐爱芳，郁文燕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46-149. 

 
罗库溴铵对膝关节置换术患者止血带反应及康复的影响  

陈慧，王溢文，周坤鹏，何莹，刘鹤，张月英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50-154. 

 
胃食管反流病与睡眠障碍相关性的临床研究  

窦维佳，王新，胡博，周金池，李丽丽，程浩，王景杰，刘震雄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54-157. 

 
CDK4 与 PD-L1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及相关性分析  

王彩莹，高成英，李长天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58-162. 

 
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 D-二聚体对 NSCLC 患者 VTE 的诊断  

王子琛，赵杰，贾晓民，杜永亮，蒋宇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62-166. 

 
不同剂量百草枯中毒救治疗效研究  

庄佳毅，吴燕生，陈桂喜，陈炎标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66-170. 

 
迈瑞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梅毒螺旋体抗体结果分析  

宋燕，刘金玲，王兵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71-173，82. 

 



基于项目的科研训练——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临床医学生自主科研训练的探索  

李忱，于砚滢，曹逸涵，邵禹铭，刘爽，张文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74-176. 

 
情景模拟教学在急诊住院医师培训中的应用  

李一凡，王长远，贺明轶，王晶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76-179. 

 
可视化技术联合临床实践指南核对表在 ICU 经皮气管切开术教学中的应用  

郑述铭，林新锋，许建强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8):179-181. 

 
2020 年 9期 

 

从我国肺癌防控发展看早期肺癌的诊疗策略  

苏雷，魏秀芹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5. 

 
三阴性乳腺癌的免疫治疗新策略探讨  

李湘奇，魏昌然，张萌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6-10. 

 
肿瘤微环境在三阴性乳腺癌中的调控作用及其治疗进展  

赵佳琳，王学晶，李炎，孙强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1-14,23, 23. 

 
NgBR 在肿瘤中潜在机制的研究进展  

杨阳，林劼，柯亭羽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5-18. 

 
M2 型巨噬细胞与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预后的研究进展  

李捷凯，周永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9-23. 

 
基于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的髓鞘发育及再生研究进展  

孙莹，梁晓春，宋玮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24-26,35, 35. 

 
白藜芦醇对 LPS 刺激下 RAW264.7 细胞向破骨细胞分化的影响  

刘子歌，张晨，宋国瑞，李燕，刘心蕊，陈德胜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27-31. 

 
血清可溶性间皮素相关蛋白早期诊断大鼠恶性胸膜间皮瘤的实验研究  

江杰，文亮，吴莉，谢晓洁，赵雯，韩丹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32-35. 

 
山竹醇介导 JAK2/STAT3 信号通路发挥抗骨肉瘤作用  

宋奇，程安源，徐立，余铃，夏平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36-41. 

 
健脾益气摄血颗粒对斑马鱼肠道出血模型的止血作用评价  

王珺，王博，张蕴，周郁鸿，徐懿乔，张勇，陈信义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42-46. 

 
Smoothened 沉默胚胎成纤维细胞 NIH/3T3 的 mRNA 表达谱分析  

刘董剑，梁亚冰，崔宏伟，张岩，杨凌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46-50,10. 

 
miRNA-210-3p 在大肠癌细胞迁移侵袭中的促进作用及其靶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

析  

潘鑫，李婉明，于敏，方瑾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51-56. 

 
表达 IL-15 的溶瘤病毒在胃癌中的抗肿瘤活性研究  

董雅璐，张军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57-61,66, 66. 

 
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肾上腺皮质癌核心基因  

张德莲，蔡昕添，洪静，朱晴，吴婷，李南方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62-66. 

 
妊娠期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女性产后甲状腺功能转归影响因素分析  

全紫薇，蔺莉，龙燕，王小菊，崔鑫，金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67-71. 

 
甲氧明对老年胃肠肿瘤手术患者肾功能的影响  

郭小玮，肖晗冰，张茂银，齐敦益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72-77. 

 
淋巴细胞亚群与乳腺癌淋巴结转移及脉管癌栓的相关性研究  

朱思渊，王伏生，路晓庆，王浩宇，杨芮，曲南坤，孔启超，姚安琪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77-81. 

 
lnc-HOTAIRM1 RT-qPCR 检测在 APL 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杨慧洁，张佳丽，虞莉莎，殷雪瑞，郑晓群，陈占国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82-86,93, 93. 

 
BI-1 在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钟小兰，班努·库肯，景江新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87-93. 

 
血清维生素 A、锌水平与儿童感染性肺炎的相关性研究  

李欣，邵庆亮，由军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94-97. 

 
利拉鲁肽对糖尿病肥胖大鼠内脏脂肪的调节作用  

肖珊，杨烨，刘玥彤，马瑞，朱筠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97-101. 



 
BDNF 对非心源性缺血性脑卒中大鼠海马神经元细胞凋亡的影响  

王会林，刘德全，杨虹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02-106. 

 
熊果酸对人肝癌 HepG2 细胞凋亡及 PI3K/Akt 信号通路的影响  

宗彦红，霍丽静，常胜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07-111,115, 115. 

 
中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骨骼肌含量的影响因素研究  

戚艳艳，郑欣，佟艳铭，毕丽娜，胡苏，赵丹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12-115. 

 
去铁胺对糖尿病大鼠心肌细胞铁死亡通路的影响  

李浩甲，杨文曲，韩冲芳，贺建东，王文杰，任鹏鹏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16-119. 

 
加贝酯对脑缺血再灌注大鼠神经细胞凋亡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乔建新，刘熙鹏，刘明，曹兵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19-123,56. 

 
新产程延长初产妇行早期盆底康复的效果研究  

戴丽芳，林丽丽，董阮珍，李一美，胡迎春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24-127,136, 136. 

 
新型张力带系统治疗髌骨横形骨折  

亚力坤·亚森，米尔亚库甫·麦麦提斯迪克，徐超，王舜，杨军，遆唯烨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28-131. 

 
甲基乙二醛通过 ROS-MCU 途径诱导成骨细胞凋亡的研究  

金杯，戴盼盼，孙旺，顾卫燕，林海升，施更生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32-136.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与宫颈癌前病变的相关性研究  

王晓丹，汤丽荣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37-140,5. 

 
罗哌卡因在小儿上肢骨折手术中的半数有效浓度  

孙岚，姚梦楠，许增华，吕红，李多依，李立晶，张建敏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41-143. 

 
川芎嗪对血管性痴呆(VD)大鼠和缺氧缺糖(OGD) PC12 细胞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李小楠，舒刚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44-149. 

 
分站式杂交术与冠脉搭桥术治疗冠心病多支病变的 Meta 分析  

蔡小桃，黄志伟，焦琳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49-155. 

 
两种方式静脉输液港植入手术的临床研究  

陈学瑜，李成，赵广垠，陈中元，朱良纲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55-160. 

 
POI 患者激素治疗前后骨密度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闫雅茹，薛丽，刘睿欣，武海飞，郭雪桃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60-164. 

 
京尼平对高糖氧化损伤的 H9c2 细胞的保护作用  

师岩，陈庆友，刘玉宝，宁小美，张春晶，王小龙，李林，徐晶，张雪丽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64-168. 

 
超声弹性成像联合 Toll 样受体 4 检测对乳腺癌的诊断价值  

孙迎燕，唐杰露，李彩娟，王涛，姚丽红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69-172. 

 
连续竖脊肌平面阻滞在胸腔镜手术中的应用  



周坤鹏，赵雪，陈慧，何莹，张月英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73-176,106. 

 
再生医学在糖尿病下肢动脉病变的研究进展  

毕艺鸣，林玉平，范冠杰，殷贝，李安香，黄锦珠，王献哲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77-180. 

 
托烷司琼在止吐外作用的最新研究进展  

于迪，龚兴瑞，张雨飞，张冰，徐思源，蒙臣，李清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81-183,168. 

 
家族性复发性阿弗他溃疡患者的病因学研究  

张文杰，管翠强，孙雯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9):184-186. 

 
2020 年 10期 

 

健康中国背景下中国胸痛中心救治体系建设  

牛绍乾，张晓晴，邓凯彬，韩亮，傅向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3. 

 
脓毒症血管内皮细胞屏障损害研究进展  

卢中秋，倪菁晶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4-6, 1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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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9(10):7-11. 

 
Th1/Th2 平衡在 CARAS 中的免疫学机制及诊疗新靶点  

杨艳，薛征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2-15. 

 



IRF2BPL 基因突变相关临床表型和分子生物学机制  

章鸯，戴美珍，何丹丹，陈雪娇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6-19, 23. 

 
钙黏素亚型 2 在干细胞分化中的作用  

柳鑫，臧春逸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20-23. 

 
lncRNA 与缺血性脑白质病的研究进展  

杨露，徐曼曼，韩露露，黄世敬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24-27, 31. 

 
趋化因子受体 CCR4 及其配体在支气管哮喘中的研究进展  

李文鑫，孟玲，陈冉，王志远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28-31. 

 
芳香化酶活性与多囊卵巢综合征脂代谢的相关性  

潘紫萌，匡洪影，王颖，侯丽辉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32-36. 

 
正常甲状腺激素水平和 2 型糖尿病肾病关系的 Meta 分析  

常晓楠，赵楠，汤旭磊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37-41. 

 
铁缺乏通过调节主动脉平滑肌表型转化促进主动脉夹层发生、发展  

袁顺，陈若诗，王志维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42-46, 51. 

 
EA-IL-15 溶瘤腺病毒的构建及其对胶质瘤细胞特异性及有效性研究  

季佳宇，王启俨，方胜，田毅夫，刘福生，米蕊芳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47-51. 

 
3D 打印辅助脊柱侧凸矫形手术效果的 Meta 分析  



张勇伟，李凯，薛旭红，赵彬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52-55. 

 
慢病毒介导的 Jagged1 RNA 干扰通过抑制肥大细胞的迁移、浸润和脱颗粒减轻变

应性鼻炎小鼠的炎症  

夏翠，祝康，郑国玺，孙斌，高天喜，赵健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56-61, 66. 

 
瘦素通过 JAK/STAT 途径对 IL-1β诱导的软骨细胞增殖和炎性反应的影响  

李浩，李晓淼，沈奕，王伟力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62-66. 

 
联合脑电图和磁共振扩散峰度成像探究颈总动脉交感神经网剥脱术后患儿脑部定

位改变  

闫宝锋，买尔阿芭，许健，韩秉艳，木塔力甫·努热合买提，栾新平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67-69. 

 
血浆及肠源性脂多糖浓度与藏族人群冠心病的关系  

刘凤云，李媛，马焱，侯海文，李愈娴，谈月琴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70-74. 

 
血尿酸与 2 型糖尿病患者骨质疏松关系的 Meta 分析  

李秒，王乾沙，钟清玲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75-78, 140. 

 
PD-1 在 Graves 病 CD4+、CD8+T 细胞中表达水平及作用机制  

韩辉，傅晓丹，俞健益，黄佼，张险峰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79-84. 

 
hsa_circ_0006411 慢病毒载体的构建及验证  

卢韬，董学君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85-87. 

 



熊果酸预处理对急性心肌梗死大鼠心功能和心肌病理改变的影响  

王金艳，肖亚利，陈丽东，宋红，赵敏，王国龙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88-91, 104. 

 
TPM1 调节口腔鳞癌的增殖、侵袭迁移及其机制研究  

闫大勇，蔡晓清，郭乐乐，钟克涛，张瑞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92-96. 

 
艾滋病合并新型隐球菌性脑膜炎预后因素分析  

李爱新，王莉琳，姜太一，张彤，汪雯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97-100, 130.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疼痛与心理因素的研究  

何佳莉，王晓霞，王洪，刘丹，刘桂海，吴珮涵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01-104. 

 
超声不同感兴趣区对剪切波弹性成像诊断乳腺肿瘤的影响  

秦婷，张翠明，方云梅，栾宇婷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05-109, 114. 

 
PRX5 与 T2DM 伴 OSAS 患者严重程度及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  

岳扬，吴昊，马亮，杨光，赵琦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10-114. 

 
2 型糖尿病伴高尿酸患者脑卒中风险及其危险因素  

韩啸，赵越，尤玉青，张闫，张梅，应长江，李伟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15-118. 

 
炎性反应标志物对进展期胃癌预后的评估价值  

胡明超，袁雄，王强，吴嘉旭，俞文渊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19-122, 126. 

 
胎儿侧脑室增宽的遗传学检测及预后分析  



詹欣，鲁才娟，鲁建央，吴雅枫，翟洪波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23-126. 

 
帕瑞昔布与氟比洛芬酯用于下肢骨折术后镇痛效果的比较  

阿布力米提·阿木提，丁慧勇，马风华，侯彦杰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27-130. 

 
细胞衰老过程中 POLD1 基因表达下调的甲基化调控机制  

夏武杰，郑如莲，林维谦，宋静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31-135. 

 
2 型糖尿病患者甲状腺结节的危险因素研究分析  

冯鑫源，田昀灵，傅松波，洪成恩，王雅琨，马小红，张博鑫，汤旭磊，成建国，

侯丽杰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36-140. 

 
通过定量 CT 分析黑龙江地区健康人群腰椎骨密度分布  

杨双，许还予，肖喜刚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41-144. 

 
化疗对乳腺癌患者血脂、血糖、尿酸的影响及因素分析  

卜寒莉，刘钊，高修银，陆召军，孙燕茹，谢翼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45-148. 

 
光纤记录丙泊酚全身麻醉过程中黑质网状结构神经元活动  

金迪，于布为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49-153, 170. 

 
纤维蛋白原联合抗凝血酶Ⅲ在 ACS 患者介入术后对比剂肾病的预测价值  

孙延虎，郑迪，轩永丽，张权，李文华  

医学研究杂志,2020,49(10):15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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