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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以往研究表明，针刺内关穴有显著的抗心肌I／R

损伤的作用npl8]。本研究中再次观察到针刺内关穴

可促进心肌I／R损伤大鼠心电图ST段的恢复、降

低血清IMA含量，减轻心肌I／R损伤程度，加速缺

血心肌的修复，对缺血心肌具有良性保护作用。针刺

内关穴保护心肌的机制可能为：急性心肌缺血时，大

鼠相应节段脊髓背角和DRG内5一HT表达显著增

高，多为疼痛引起机体应激反应，致儿茶酚胺类递质

释放增加，从而增加心脏作功及心肌需氧量，进一步

加重了心肌缺氧。而针刺干预可显著降低冠脉结扎

后大鼠脊髓背角和DRG内5一HT表达，提示针刺可

通过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性，调制急性心肌I／R损

伤大鼠伤害性刺激的传导，减轻机体的应激反应，从

而起到保护心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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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中毒与危重症救治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为了提高我国中毒与急危重症的救治水平，认真总结交流近年来在临床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经中国毒理学会批准，中

国毒理学会中毒与救治专业委员会第四次全国中毒与危重症救治学术会议定于2010年3月在广东省深圳市召开，届时将有

我国中毒与危重症救治方面的专家作专题报告介绍中毒与危重症救治方面的最新进展。现将征文内容通知如下。

征文内容：①各种农药、药物、重金属、有害气体等中毒救治的基础和临床研究；②心、肝、肾、呼吸等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救

治；③人工气道管理与呼吸机的应用；④危重病的各种监测技术和经验交流}⑤急危重病救治的新技术、新药物及新方法；

⑥中毒与危重症救治中的组织管理及体会，⑦中毒与危重症的院前急救、现场救治及转运f⑧中毒性疾病的检测与监控f⑨中

毒、急危重病救治护理经验介绍i⑩血液净化在中毒及危重症中的应用；⑩中毒及危重症患者的早期营养支持。

征文要求：文章请用稿纸书写或打印，加盖公章或介绍信，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全文字数3 000字以内，并附300～

500字摘要，同时附电子版。

稿件截止日期：2010年1月28日，以邮戳为准，同时将论文电子版发至Email：zWW一5@163．corD_。

稿件郎寄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城4区龙井二路118号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张文武收，邮编：518101f电

话：0755—27880712，手机：13923453969。

(中国毒理学会中毒与救治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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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中、西医医院，在治疗手段和观念上均较

5年前m有较大进步，但中医医院再灌注治疗的比

例仍然很低，可能与中医医院患者年龄大、伴随疾病

多、入院时间晚而导致失去再灌注时间窗，以及治疗

观念尚需进一步提高等有关。

AMI相关中药静脉制剂亟需更为科学规范的

研究以指导临床。

完成单位及参研人员(按完成病例数量，贡献度大小排

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陈红、王少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

医院：史大卓、王承龙、雷燕}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医院：金

玫、王振裕、易京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林谦、吴畅，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史载祥、杜金行I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

门医院：鲁卫星、王硕仁、李玉峰、刘玉庆；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附属医院：黄党生，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胡元会、戚

文升I解放军海军总医院：徐洪涛；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

院：霍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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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中国科技期刊总被引频次总排序表中前100位医学类期刊名单

期刊名称 总被引频次排位 期刊名称 总被引频次排位 期刊名称 总教引顿次捧位

中华护理杂志 5 913 6 中华妇产科杂志 3 490 36 中国矫形外科杂志 2 586 75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 5 343 S 中华内科杂志 3 238 46 中国误诊学杂志 2 533 77

中华医学杂志 5 028 9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3 233 47 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2 505 78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4 691 11 中国药理学通报 3 205 48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 484 80

中草药4 660 12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3 181 50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2 419 82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4 431 14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3 019 56 中华肿瘤杂志 2 409 84

中国实用护理杂志4 380 15 中国公共卫生 2 959 58 中华眼科杂志 2 379 85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4 337 16 实用医学杂志 2 953 59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 353 86

中华外科杂志4 201 18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 952 60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2 349 88

中国中药杂志 3 937 23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 858 61 中国危重癀急蓑医学 2 348 89

中华放射学杂志 3 790 24 药学学报 2 828 63 中华实验外科杂志 2 345 90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3 705 26 中华肝脏病杂志 2 746 65 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 321 91

中华骨科杂志 3 673 27 中华神经科杂志 2 714 66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 292 94

中华儿科杂志 3 511 34 中国药学杂志 2 699 68 中华消化杂志 2 249 95

护理学杂志 3 504 35 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2 617 73 中国内镜杂志 2194 100

——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总排序表中前100位医学类期刊名单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排位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排位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排位

中国药理学通报 1．708 31 中华骨科杂志 1．347 64 中目危重病急救医学 1．208 82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1．494 48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1．342 65 中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 1．174 89

中华护理杂志 1．473 49 中华儿科杂志 1．338 66 中华神经外科杂志 1．152 93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1．436 51 中华显徽外科杂志 1．227 80 中华消化杂志 1．123 98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1．370 61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1．217 81 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1．12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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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危重病与机械通气治疗学术交流会暨全国机械通气技术临床应用新进展高级培训班通知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将于2009年9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第六次全国危重病与机械通气治疗学术交流会暨全国机械通气

技术临床应用新进展高级培训班(国家继续教育项目编号2009—03—02—084)，欢迎各级医院有关人员参加征文或报名参会。

会议日期：报到日期2009年9月18日，会期：19—21日。

会议地点：众晶鑫酒店新楼(复兴路26号，解放军总医院正门辅路往东150 m)l电话；010—88272999(总机)。

主要内窖：会议将邀请知名的危重病及机械通气专家就机械通气治疗领域(无创和有创技术)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新进展、

热点难点问题、不同类型的危重病患者机械通气问题，机械通气治疗关键技术、疑难危重病及肺部疾病诊疗进行重点培训、示

教和深入探讨。授课专家及讲学内容请在中华医学会网(www．crna．org．cn)继续教育栏目查找。

征文内窖与要求：危重病的诊疗，机械通气问题，病例报道等。全文2 000字左右，或600字左右摘要1份，务必注明工作

单位、科室、姓名及邮编。来稿请寄100710北京东四西大街42号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机械通气会议”粱鸿收。Email：jxjy

@vip．163．c0111，欢迎使用Email发稿(务必注明会议名称)。征文截止EI期：邮局：8月20日前，Email：8月31日前。每位代表

需交纳会务费980元，住宿费150元／d。请于会议1周前办理好报名后直接参会。联系方式：杨桂芳：010—88820399，

51798200；粱鸿：010—85158402，短信报名：13611002300。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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