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畜牧兽医科技信息 2020 年第 05期

音 教学研究 音
基于雨课堂的高职《动物生物化学》课程

教学改革 洪伟鸣等（04）

动物生理学实验的改革与实践 丁月霞等（06）

高职院校宠物类专业的课程质量标准的构建 王 龙等（07）

音非洲猪瘟专题音
屠宰环节对非洲猪瘟的防控 戈 力（09）

从非洲猪瘟看我国动物防疫法律体系问题 隋如意（10）

非洲猪瘟的流行现状和防控技术 刘京霞（11）

可用于非洲猪瘟的几种抗病毒药物 俞亚玲等（12）

非洲猪瘟与猪瘟的鉴别及防控技术 张 慧等（13）

音养殖污染治理音
减少畜禽粪污的措施 代保英（14）

营养调控治理畜禽养殖的氮污染 任焕景（15）

音试验研究音
一种鸭坦布苏病毒快速 RT-PCR 检测方法

的建立 朱向东等（16）

乳酸菌对产蛋后期生产性能、蛋品质及发

酵粪中 NH3、H2S 浓度的影响 林秋敏等（18）

布鲁氏菌病抗体检测试纸条对布病检测

的准确性评价 杨铭芬等（19）

应用 ELISA 方法检测猪尿中莱克多巴胺

残留量 万庆文等（20）

2019 年克拉玛依区牛羊布鲁氏菌病流行

病学调查与对策 何彦江等（22）

音 兽医卫生 音
如何合理认定生猪屠宰违法案件违法所得 冯 猛（24）

浅谈基层动物疫病防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张学斌等（26）

疫苗保存与免疫注射的注意事项 丛 炜（27）

畜牧业生产的环境效应分析 赵平辉（28）

农村畜牧兽医服务体系现状及对策 张秋颖（29）

论兽医社会化服务新模式 魏海兰（30）

畜禽防疫的注意事项 马晓霞（31）

乡镇畜牧兽医站畜禽疾病防治现状和改进措施 颜淑侠（32）

畜禽养殖场地环境消毒 朱 艳（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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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在猪病防控中的应用 徐 相（34）

加快乡镇畜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秦明东（35）

基层兽医卫生检验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孙 阳等（36）

做好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措施 高冠俊（37）

如何做好基层动物防疫工作 韩相荣（38）

生猪屠宰检疫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魏静萍（39）

人畜共患病的综合防控 栾元金等（40）

五项措施强化对规模场的监管工作 张 丽（41）

动物检疫常见问题及提升策略 吴亚凤（42）

家畜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和常用药物 高淑英（43）

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意义与重点内容 九 生（44）

朝阳县稳定生猪生产保障供应的策略 王玉成（45）

基层动物检疫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张 磊（46）

动物疫病诊治存在的问题及

改进措施 古丽努尔·阿也勒汗（47）

改进兽医对疾病防治技术的措施 参本太加（48）

加强畜牧兽医管理，提高动物疫病防控能力 王连功（49）

猪支原体肺炎的预防和治疗 齐佐强（51）

新形势下多措并举全面加强疫控工作 王玉生（52）

动物检疫的现状与对策 俞志强（53）

关于做好乡镇动物防疫的思考 韩晶晶（54）

浅谈兽医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何青云等（55）

如何做好基层动物防疫工作 马燕玲（56）

提高动物检疫效率的对策 李 权等（57）

对农村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的思考 哈力玛·胡马尔汗（58）

饲养舍内有害气体对畜禽的影响 郭福金（59）

畜牧养殖技术推广方式方法 刘晓娟（60）

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措施 刘倩倩等（61）

音 草食动物 音

提高农村母黄牛养殖效益的技术 张继宏等（62）

措美县常见牛出败的病因及有效防治 益西曲珍（64）

奶牛产后败血症的病因及治疗 王春江（65）

羊小反刍兽疫的诊断与预防措施 吴彦起（66）

牛酮血症的发病机理及治疗方法 张明成（67）

牛羊规模场防疫设施的规范化建设 铁生英（68）

牛结核病的规范性防治技术 宋晓娟（69）

对牛羊布病防控问题的探讨 邹庆建等（70）

北票地区肉牛养殖发展的配套措施 张玉柱（71）

羊猝狙的诊断与防控 马银堂（72）

牛羊绦虫病的预防和中西医治疗 李秋梅（73）

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的治疗 王清宇（74）

奶牛多汗症的症状及中西医治疗 张德伟（75）

羊腹泻病的诊治及防控 李亚茹（76）

牛病毒性腹泻的流行特点及防控对策 吴 慧（77）

规模场羊病流行特征及综合防控 路 瑶（78）

朝阳县肉牛产业初探 赖春阳（79）

肉羊快速育肥的关键技术 南 太（80）

保证绵羊安全过冬的主要措施 戴成杰（81）

羊包皮炎与外阴炎的诊断和防治 兰伟伟等（82）

牛口蹄疫的防治措施 不沙热木·阿不拉（83）

春季羊痘的防控措施 聂艳华（84）

后备公牛日常饲养管理要点 李 矛（85）

探讨湖羊的特点和养殖技术 邹德清（86）

浅析奶牛围产期的营养管理 王玉山（87）

湖羊在朝阳地区的饲养情况调查 王秀梅（88）

小规模肉牛养殖现状及发展对策 朝格图（89）

牛破伤风的流行特点与防控措施 葛利民等（90）

驴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特点及防治措施 张凤艳（91）

牛球虫病的临床症状与治疗 王艳丽（92）

锡林郭勒盟常见牛羊营养代谢病及防治 苏乙拉等（93）

一例马急性实质性肝炎的诊治体会 王培成等（94）

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的治疗措施 张 卓（95）

牛羊品种改良胚胎繁殖技术创新进展 哈斯其木格等（96）

常见原虫病对牧场奶牛的危害及防治 王秀珍（97）

奶牛寄生虫感染及药物防治 李泽军（98）

难产奶牛剖腹产手术的操作要点 李学鑫（99）

牛结核病的防治方法 高建霞（100）

肉牛传染性支原体肺炎的流行与防控 王一博等（101）

中西兽药治疗犊牛泻痢的效果观察 程安玉（102）

提高犊牛成活率的技术措施 杜玉财（103）

羔羊的饲养管理要点 刘晓杰（104）

山区肉牛养殖的技术措施 黄 兴（105）

奶牛场的兽医卫生防疫技术 乜 春（106）

中西医结合治疗牛瘤胃积食 孙晓辉（107）

牛瘤胃积食的防治及探讨 王守华（174）

音 养 猪 音

引起仔猪腹泻的常见传染病 刘晓宇（50）

高温环境中保证种猪繁育能力的技术 高 飞（108）

探讨猪场用药及配伍方案 华正辉（109）

保育猪饲养管理关键技术 周思明（110）

猪群硒和 VE缺乏症的防治 王山宏（111）

中小猪场疫苗预防和药物预防保健措施 蔡小波（112）

做好猪场的生物性安全防疫措施 李洪峰（113）

猪伪狂犬病的诊断 李文宝（114）

猪场常见寄生虫的危害与防治 孟海霞（115）

猪病毒性腹泻的防治措施 梁新江（116）

规模化猪场保育猪养殖技术初探 郭 晶（117）

猪链球菌病的临床症状及治疗措施 丁 文等（118）

猪链球菌病与猪丹毒的鉴别诊断及防治 弓 雪等（119）

猪慢性胃炎的中医治疗 蒋 勇（120）

小规模猪场常见猪病的病因与预防措施 梁祥解（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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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仔猪成活率的因素及提高措施 许胜男（122）

消毒对猪疫病防治的重要性 肖旺贵等（123）

春季常见猪病的综合防治探微 杨 宇（124）

猪消化道常见寄生虫病的防治 陈 红（125）

猪伪狂犬病的诊断及防治措施 冯艳霞（126）

猪群蓝耳病的发生原因及防治措施 王安林等（127）

生猪养殖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建议 王丽萍（128）

规模猪场的保育猪养殖技术 张宗地（129）

一起猪附红细胞体病与链球菌病混感

的诊治 罗蒙奎（130）

猪痢疾的诊断、防控及净化 刘海侠等（131）

浅谈繁殖母猪的难产处置 齐向阳（132）

当前如何恢复生猪生产 黄 腾（133）

仔猪常见腹泻病的临床诊治方法 刘立魁（134）

猪支原体肺炎临床症状和病理学观察 齐佐强（135）

猪蓝耳病在我国的流行与防控新进展 王晓梅（136）

春季对猪的饲养管理策略 胡伟清（137）

猪人工授精技术推广中的问题及对策 徐伟辉（138）

猪几种混合感染疾病的防治方法 栗 敏（139）

导致生猪免疫失败的因素及对策 张海燕（140）

种猪引入前后的饲养管理技术要点 张湘杰（141）

生态猪养殖技术模式 王亚兰（142）

母猪子宫内膜炎的防治 王贵波（143）

混合感染型猪蓝耳病的鉴别与防控 宋春文（144）

淘汰公猪的阉割手术及术后护理 陈礼文等（148）

怎样防治仔猪附红细胞体病 张翠娟（150）

急性猪丹毒的防治 崔立青（153）

音养 禽音

肉鸭曲霉菌病的诊治 袁绍珍（05）

鸡沙门氏菌病的综合防治措施 惠浩栋（145）

鸡常见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控措施探析 董 玲（146）

南丹瑶鸡商品肉鸡饲养管理关键技术 韦宽谋等（147）

鸡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治技术 江华生等（149）

放养鸡前殖吸虫病诊断与防治 韩 宇（151）

鸭病毒性肠炎的诊断和防治措施 吴强军等（152）

北方夏秋季节放养鸡群的饲养管理要点 李洪艳（154）

禽痘的诊断与预防措施 秦智勇（155）

肉鸡的养殖技术和日常管理要点 石向荣（156）

鸡新城疫的实验室诊断及鉴别 郭 敏（157）

农村散养鸡防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张慧丽（158）

禽脑脊髓炎的诊断和防控 董耀勇（159）

夏季蛋鸡热应激的营养调控与鸡群管理 李三吓（160）

民间验方防鸡病 胡广忠（161）

家禽“三酸”类 VB 缺乏症的诊断和防治 于太平（162）

鸡白痢的诊断与防制 韩凤福等（163）

非典型鸡新城疫的综合防控 刘倩倩（164）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的诊治与防控 刘 畅（165）

鸡大肠杆菌病的诊疗方法 张忠旭（166）

鸡支原体病及其防控措施 于 翔（167）

鸡传染性鼻炎的病因及防控对策 韩晓青（168）

腺胃肌胃炎的流行特点与综合防治 徐美荣等（169）

一例鸡球虫病的诊治报告 刘彩凤（170）

肉鸭病毒性肝炎和支原体病的混合感染 李 超等（171）

禽大肠杆菌病预防及治疗 高继丽（172）

音经济动物音

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对种群保护影响机制 师 蕾（173）

猫血巴尔通氏体病的流行与诊断 霍畅媛（175）

犬细小病毒病的研究进展 张 颖等（176）

犬前十字韧带断裂的诊断与治疗 孙一鸣（177）

犬黑棘皮症的诊断和治疗 潘丽红（178）

临床上犬常见的三种传染病的诊断 曹喜阳（179）

犬细小病毒性肠炎的防控措施 杜雅妮（180）

犬瘟热的中西医诊疗经验谈 覃 维等（181）

中蜂保护与高效养殖探究 何 洧（182）

浅谈朱 保护与社区发展 段文斌等（183）

音水产信息音
探究淡水渔业环境现状及保护对策 李增寿（184）

浅谈山塘养鱼夏秋防病措施 廖顺云（185）

音 牧草饲料 音

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初探 拉毛卓玛（186）

应用生态控鼠技术持续控制草原鼠害 周毛措（187）

饲料中脂溶性维生素添加剂的营养价值 李 莉（188）

对兽药和饲料等投入品的监管模式初探 王瑞平（189）

饲料玉米种植技术及在畜牧生产中的利用 滕发云（190）

饲料加工工艺对饲料营养成分的影响 路永刚（191）

音兽药信息音

抗生素的给药途径和注意事项 李国党（192）

中草药黄芪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 任 玲（193）

◆广告信息◆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动物卫生检测中心简介 （封二）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征订启事 （封底）

科技消息 6则 （33，55，85，109，16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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