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民  康  医  学
     ZHONGGUO MINKANG YIXUE
半月刊

1988 年 10 月创刊

主

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主

办：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出

版：《中国民康医学》杂志社

编

辑：《中国民康医学》杂志编委会

社

长：张

周

2022 年 7 月 10 日出版

次

调查研究

自然分娩初产妇产后发生尿潴留的影响因素 ����� 王

编：祝开思

执行主编：李
地

目

第 13 期

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发生缺血性卒中的影响因素 ���� 朱晓丽（1）

副社长：梁海丽
主

第 34 卷

静

NICU 早产儿发生医源性皮肤损伤的影响因素

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 173 号南
楼 526 室
编：100050

电

话：010-63510974（兼传真）
010-63186671

邮

箱：zgmkyx@163.com

网

月（7）

址：www.zgmkyx.com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
报刊发行局

 ����������������������� 赵东慧（14）
辅酶 Q10 联合瑞舒伐他汀治疗冠心病早期心功能减退患者的效果
 ����������������������� 呼

全国各地邮局订阅
82-503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SM1714

印

刷：廊坊市安次区码头镇拓兴印刷厂

定

价：每期 20 元

全年 480 元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风（17）

甲钴胺联合叶酸治疗急性脑梗死伴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者的效果
 ���������������� 许家华，冯飞阳，伍能生（20）
纤维支气管镜局部灌洗术联合甲硝唑和莫西沙星治疗肺脓肿患者的效果
 ����������������������� 赵志军（23）
血液透析联合人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慢性肾衰竭合并贫血患者的效果

ISSN 1672-0369

 ����������������������� 蓝

CN 11-4917/R

洋（27）

阿卡波糖联合门冬胰岛素治疗 2 型糖尿病患者的效果

法律顾问：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

临床研究
丁苯酞联合阿托伐他汀钙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的效果

国内发行：《中国民康医学》杂志社广告发行部

代号

 ���������������� 张小丹，耿胜南，吴

新生儿肺炎患儿痰液标本致病菌分布及其耐药性分析 � 王真真（10）

邮

代号

玮（4）

孙学军

版权声明：
凡向本刊投稿者，文稿一经本刊录用发表，
作者即将全文整体以及附属于文章的图、表、摘
要或其他可以从文章中提取部分的全部复制传播
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发行权、信息
网络传播权、表演权、翻译权、汇编权、改编权，
在著作权保护期内转让给本刊编辑部，并同意本
刊将上述权利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或许可给第三
方使用，此第三方包括但不限于本刊合作的中国
知网、万方、维普、中邮、超星等数据库。未经
本刊书面同意，文稿的任何部分不得转载他处。
本刊刊出的文章不代表本刊编委会的观点。

 ����������������������� 顾

颖（30）

动态血糖监测联合门冬胰岛素治疗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效果
 ����������������������� 田

俊（33）

超声引导下双侧腹横肌平面阻滞联合全身麻醉在结直肠癌根治术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蔡莹军（37）
阴道超声引导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子宫肌瘤患者的效果
 ���������������� 王丹丹，高

杰，沈瑞芳（40）

保乳手术联合前哨淋巴结活检术治疗早期乳腺癌患者的效果
 ����������������������� 张云鹤（43）
氨甲蝶呤孕囊内注射联合宫腔镜手术治疗子宫瘢痕妊娠患者的效果
 ����������������������� 张伟娜（47）

二甲双胍联合雌激素治疗青春期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效果
 ��������������������������������������� 王

静（50）

人免疫球蛋白联合头孢他啶治疗新生儿感染性肺炎的效果 ��������������� 刘远红（53）
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治疗大叶性肺炎患儿的效果 ������������� 石宇云，沈
小切口插入闭合复位经皮钢板内固定术治疗胫腓骨骨折患者的效果 ����马

燕（56）

勇，马卫杰，刘宏涛（59）

闭式冲洗留置负压引流术治疗口腔颌面部间隙感染患者的效果 ������赵春阳，孟

省，王

明（63）

中西医结合
自拟化痰通络汤治疗风痰瘀阻型急性脑梗死患者的效果 ������������ 陈美玲，张春娟（66）
注射用红花黄色素联合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治疗急性脑梗死患者的效果 ����� 夏秋娟，杨晓培（70）
黄芪保心汤联合常规西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效果 ���������������� 张亚辉（73）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永久性房颤伴失眠患者的效果 ����������������� 郭中建（77）
芪苈强心胶囊联合沙库巴曲缬沙坦治疗老年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力衰竭患者的效果
 ������������������������������ 谢自勤，丁克芬，罗

赟，等（80）

宁心通痹汤联合硝苯地平缓释片治疗冠心病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的效果 ��������� 潘晓羽（83）
葛根素联合 α- 硫辛酸治疗糖尿病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对其糖脂代谢及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
 ��������������������������������������� 孙

莹（86）

沙参麦冬汤加减联合放化疗用于津亏热结型食管癌患者的疗效 ������������� 贺丽娟（89）
柴胡疏肝散加减治疗肝气犯胃型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的效果 �������������� 李

伟（92）

半夏泻心汤加减联合三联疗法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的效果 ������������� 闫英华（96）
固本安胎汤辅助西药治疗先兆流产脾肾两虚证患者的效果 �������������� 姜佰凤（100）
六君子汤合理中汤联合西药治疗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效果 ���� 赵永香，车启富，赵金奉（103）
白花蛇舌草注射液联合经肝动脉化疗栓塞术治疗原发性肝癌患者的效果 ����� 杨慧君，井小会（107）
益气健脾活血利水汤联合西医治疗肝硬化合并腹水患者的效果 ������������ 王殿超（110）
银杏达莫注射液联合利伐沙班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的效果 ������������ 温友军（113）

中医药研究
自拟益气活血通络汤联合康复训练治疗中风后偏瘫患者的效果 ��������� 刘广晨，王

馨（116）

中药离子导入联合针刺治疗干眼症患者的效果 ������������ 王

雪（119）

莹，王艳玲，韩

检验与影像
外周血 MMP-9、Lp-PLA2、oxLDL 联合检测在急性脑梗死患者血管狭窄程度和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 周

翔（122）

稳定型与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的冠状动脉血管内超声造影特征比较 ���������� 聂冰霞（125）
尿沉渣法联合尿干化学法检测在诊断尿路感染中的效能 ��������������� 贾晓娜（129）

经验交流
血清 Hs-cTnT、BNP 水平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 NYHA 心功能分级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 �� 王保龙（132）
非体外循环与体外循环冠脉搭桥术治疗老年冠心病患者的效果比较 ��� 李志青，翟会芳，韩

晨（135）

颈动脉内膜剥脱术与颈动脉支架置入术治疗颈动脉狭窄患者的效果比较 �������� 杨维超（138）
2 型糖尿病患者肠道菌落水平与血脂代谢水平和胰岛素抵抗指数的相关性
 ������������������������������� 徐

敏，党少华，辛

宁（141）

血小板抗体表达和输血次数对血液病患者血小板输注疗效的影响
 ����������������������������� 黄秀凤，颜沛云，江

燕，等（144）

血清 D-D、PCT 水平与脓毒症病情程度的相关性 ������������������ 王

楠（147）

髌上入路与经髌韧带入路髓内钉内固定术治疗胫骨干骨折患者的效果比较 ������� 王晓飞（150）
二期翻修术与一期翻修术治疗全髋关节置换术后细菌培养阴性假体周围感染患者的效果比较
 �������������������������������������� 张

成（153）

预成纤维桩与可塑性纤维桩修复残根残冠的效果比较 ���������������� 吕

俏（157）

健康中国·心脑血管疾病防治

护

心脏运动康复疗法在 CABG 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王

杰（160）

基于健康信念模式的健康宣教在社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史

丽（163）

理
循证护理在 ICU 重症颅脑外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李贺灵（167）
社区双轨道互动护理在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刘

文（170）

分阶段延续护理在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康秀盘（173）
基于正念减压疗法的护理模式在乳腺癌放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朱建欣（176）
医护一体化管理在重症监护室急性肾衰竭行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路晓杨（180）
早期系统化护理在食管癌放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李

南（183）

集束化护理在脓毒症患儿中的应用效果 ���������������������� 陈

聘（187）

有氧运动护理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谢丽娟，施素华，尤粒吉（190）

严正声明
近期，我社发现一些虚假网站，冒充我社官网，面向社会征收稿件。
现我社郑重声明如下：《中国民康医学》（CN 11-4917/R）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主管，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主办，《中国民康医学》杂志社出版。我社官方备案网址为 www.zgmkyx.com，
也是唯一收稿渠道。其他网址均为假冒，投稿作者请勿上当受骗。
请相关虚假网站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否则，我们将向相关部门举报，并通过司法手段追究法
律责任。
《中国民康医学》杂志社

本期执行编委：张
本期编辑：王 歌

周 祝开思 郭顺根 李
鲁腾腾 曹晓颖 王梦元

静
刘科豫

英文摘要审校：王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