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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炎症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 我们从哪几方面来看这一问题？
69 离开了标签，还能中靶吗？

137 诊断不明胸腔积液中的肿瘤标记物
205 治疗性药物监测在结核患者中的应用
273 胃食管反流是哮喘的一个触发因素 —— 酸应激
341 常规监测气管内吸出物的培养结果对 BAL 检查结果证实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
治疗是否有价值？
343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和日间高碳酸血症的探索 —— 工作进展
407 吸入皮质激素与骨折的风险
475 在肺部疾病临床试验中将存活率与生活质量结合起来 —— 肺减容术病例
543 开展肺癌筛查，需要吗？
545 COPD 合并严重肺动脉高压 —— 是否是一独特的疾病？
611 败血症是否需要免疫刺激？
615 单一孤立性的小细胞肺癌 —— 组织学检查的必要性
679 CHEST 主编职位的交接 —— 管理工作：严谨而负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747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和心血管疾病

临床研究
COPD

222 高流量与低流量供氧对重度阻塞性气道疾病患者运动的不同作用
229 未确诊 COPD 的高危人群吸入类固醇激素的效应 —— 检测、干预及监测 COPD
和哮喘计划的结果
360 严重、早发 CO PD 的生存预测因素
410 成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使用吸入性皮质类固醇激素与非椎骨骨折的关系
419 β 受体阻滞剂对 COPD 的有害作用 —— 关注非选择性 β 受体阻滞剂
426 COPD 中的贫血和炎症
556 拟行肺减容术或肺移植的晚期 COPD 患者的肺血流动力学
562 有呼吸症状人群中慢性阻塞性肺病 10 y 累计发生率和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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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非吸烟人群中的轻度和中重度 COPD

肺癌

22 在扫描架倾斜 CT 透视下对肋下肺内小结节经皮针刺活检
26 胸腔内注射葡萄球菌超抗原缓解非小细胞肺癌伴恶性胸水以及对生存率效益的研究
73 组织针芯标本在肺部肿瘤病变快速诊断中的应用 —— 与常规CT扫描引导下肺细
针抽吸细胞学检查的比较
478 全身性骨扫描在临床诊断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骨转移中的作用
548 肺癌的大小与分期 —— 第 1 部分

洞察

552 肺癌的大小与分期 —— 第 2 部分

依据

肺功能

446 中国人的呼吸系统症状 —— 文化内涵和临床诊断的特异性

肺移植

485 50 名肺移植患者术后 1 y 以上的躯体和心理社会状况

肺水肿

160 游泳所致肺水肿 —— 临床表现及肺功能

肺血管疾病

139 肺动脉高压的治疗：从依前列醇 (Epoprostenol) 和 Treprostinil 到口服内皮素受
体拮抗剂 Bosentan 的转换

分支杆菌

756 异烟肼治疗潜伏结核杆菌感染的肝脏毒性 —— 一项历时 7 y 来自社区结核诊所
的研究

感染

295 非 ICU 患者医院获得性肺炎的多中心研究

间质性肺病

302 脱屑性间质性肺炎和呼吸性细支气管炎关联性间质性肺病

结核

215 治疗性药物监测在耐多种抗痨药结核患者中的应用
682 2000 年美国结核病的住院状况

气道疾病
睡眠与呼吸

154 呼吸治疗师的呼吸健康调查
3 半胱氨酰白三烯受体 1 和 2 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或反复扁桃体感染患儿
中的不同表达
166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生活质量改善的预测指标和持续正压气道通气治
疗 —— 1 y 研究的报告
288 两夜多导睡眠图监测对诊断儿童睡眠相关呼吸紊乱有必要吗？
696 静默上气道阻力综合征 —— 军人中的发病概况
700 OSAHS 时脂肪堆积、高瘦素及高碳酸血症
750 心脏重症监护病房内睡眠相关呼吸紊乱的监测

外科

16 肺动脉血栓摘除术患者细胞因子反应的特征
78 医师进行哮喘教育项目可改善低收入家庭患儿的预后
84 COPD 患者肺减容术后行肺移植的结果
690 食管癌患者同时诱导放疗和化疗对肺功能以及术后急性呼吸道并发症的影响

无创通气

368 免疫损伤患者应用头罩或面罩进行无创正压通气治疗的病例对照研究

吸烟

345 吸烟率，吸烟相关性肺疾病和国家烟草控制法规

哮喘

9 哮喘是 COPD 的危险因素 —— 一项纵向调查研究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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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哮喘急性发作患者在急诊科治疗出院后进行甲基强的松龙肌内注射与口服给药的
随机临床试验对比研究
244 哮喘急性发作急诊就诊前后数月的治疗模式研究
275 胃食管反流在成人哮喘中的患病率
280 逐步减量与固定剂量吸入丙酸氟替卡松治疗哮喘的比较
571 濒死性哮喘患者高分辨CT扫描所见 —— 比较轻至重度哮喘患者及正常对照人群
类固醇激素治疗前后气道异常程度的变化
616 孟鲁司特对 2 ~ 5 岁哮喘儿童呼出气中一氧化氮含量和肺功能的影响
621 引起 10 岁儿童喘鸣哮喘以及支气管高反应性的早期生命危险因素

心脏疾病

207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心律失常和ST段压低的发作情况及其机制
491 家中运动训练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心率压力反射控制和交感神经活性的影响
764 夜间持续性气道正压呼吸能提高慢性心衰患者运动时的通气效率

胸腔疾病

147 胸水肿瘤标记物系列 (CEA、CA125、CA15-3、CK19 片断) 在良恶性胸腔积
液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肿瘤

431 与非小细胞肺癌相关的重复癌 —— 发病率以及对生存率的影响
437 女性肺癌 —— 国家监测、流行病学和结果数据库的分析
90 无急性肺损伤患者呼吸机设置的变化 —— 单个机构内 11 y 来的变化

重症医学

309 入住 ICU 当天存在的休克是长时间机械通气的最佳预测指标
351 BAL 确诊的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早期抗生素治疗 —— 常规气管内吸引物培养的
作用
497 牙菌斑的细菌移生 —— 医院获得性肺炎老年住院患者呼吸道致病菌的贮藏库
505 危重患者中的巨细胞病毒感染 —— 相关因素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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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46 吸入糖皮质激素的局部不良反应 —— 目前认识和文献综述
99 恶性胸膜间皮瘤 —— 最新进展与治疗策略

316 特发性肺纤维化 —— 临床医师和研究者的机遇和挑战
376 肺移植 —— 特定疾病的移植建议
513 对乙酰胺基酚与哮喘的关系 —— 流行病学和病理生理学依据
580 过度通气在头部损伤中的作用
638 危重患者的气道管理 —— 快速程序气管插管
652 口服纯化细菌提取物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和 COPD —— 系统综述
776 女性肺癌 —— 流行病学、生物学和治疗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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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与假设
36 哮喘 患 者 诉说“药 不 管 用”，是否 弦 外 有音 ？

专题报道
109 循证医学在 ICU 的应用 —— 主要优缺点

共识报告
628 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家庭治疗

实验室与动物研究
712 ERCC1 表达可作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生存率的预测指标

支气管镜
718 介入性支气管镜在气管支气管结核引起的气道狭窄中的应用
772 经支气管针吸活检 —— 两种活检标本处理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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