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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教学研究 音

新冠疫情下农业院校服务畜牧产业发展的

策略分析 韦春波等（4）

《动物微生物及免疫》线上开放课“细菌特殊结构 -

菌毛、芽孢”教学设计 杨井坤（7）

枪支搜索犬训练新技术研究 于汝清等（8）

高职教育中的云课堂平台混合教学模式 陈锦辉等（12）

中职畜牧兽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策略探析 李水德（13）

尿道造口技术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与探索 黄德军（14）

音专论与综述音

江苏省家畜血吸虫病防治进展与技术研究 汪恭富等（15）

鸬鸟镇实现农（牧）旅结合的发展建议 方成明（17）

一位野生动物保护者的反思 周多良（19）

肠道菌群研究与圈养野生动物保护 张 亮（20）

黄羽肉鸡马立克氏病的免疫问题及对策 刘 娟（22）

野生动物救护与疫病防控的有效对策 赵文娟（24）

免疫分析技术在曲靖市动物及产品质量安全

检测中的应用 肖桂萍等（26）

小型猪在生殖毒性实验中的研究进展 廖生钱（28）

动物强免疫苗“先打后补”试点探讨 蔡彩纯（30）

音养殖污染治理音

浅谈规模养殖场及散养户粪污生态循环模式探讨 杨志娟（31）

宁夏隆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及产业联贫带贫机制探索 何青云（32）

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分析与思考 赵学娇（33）

畜禽小型养殖场粪污的资源化利用 闫华颖（34）

规模化养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对策 杜长岭（35）

音试验研究音

抗体监测在蛋鸡新城疫加强免疫中的应用 陈燕眉等（36）

地衣芽孢杆菌 AF08 所产抑菌活性物质

的特性研究 于秀菊等（38）

不同剂型维生素复合物对猪肉质的影响 李 娇等（41）

不同发育阶段牦牛肺组织内肥大细胞的分布 孟祥琼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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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兽医卫生 音

一起非法从事动物诊疗案的查处与思考 魏 娟等（45）

贺兰县兽医社会化改革的成效 邸 静等（46）

畜禽疾病诊治出现误诊的原因及改进策略 柴海静（47）

家畜繁殖改良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张淑珍（48）

乡镇畜牧品种改良工作存在的问题

及应对措施 和娇英等（49）

村级动物防疫员业务知识培训 王 龙等（50）

兽医防治动物疾病的误区与改进对策 林泳杰（51）

乡镇定点屠宰场生猪检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李怀恩（52）

家畜布氏杆菌病的免疫与防治 张雅为等（53）

畜禽品种改良的重要性及应用发展 王 伟（54）

肉牛疾病防控易忽视的技术要点 陈敬英（55）

动物检疫工作的现状与对策 曹明亚（57）

畜禽养殖场防疫检疫工作的规范化管理 于素娟（58）

浅析畜禽疾病防治存在的问题 高自超等（59）

加强动物防疫必须做到“五个到位” 贾丽娜（60）

蝗虫生物防治发展现状及趋势 潘永华（61）

探究畜禽传染病的防治对策 闫金伟（62）

动物疾病的病因及防控对策 李晓龙（63）

关于推进屠宰检疫检验工作的思考 何秀军等（64）

探讨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重点 崔高栋（65）

探析兽医诊疗的常见误区 王桂娟（66）

动物疫病防控对畜牧业发展的作用 韦淑丽等（67）

生猪屠宰中常见疾病的检疫与处理 晏盛权（68）

朝阳县全方位发展草食家畜生产 赖春阳（69）

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推广必要性及策略 严 强（70）

小动物生殖外科手术麻醉探讨 戴波涛（154）

音 草食动物 音

牛羊四种寄生虫病联合诊治新技术的应用 徐发宝（71）

羔羊大肠杆菌病的危害及预防 徐丽荣（72）

环保生态牛的养殖方法 冯秀娟（73）

奶牛乳头及乳房创伤性疾病的诊治 刘 威（74）

肉牛规模化养殖的疫病防控 李大龙（75）

羊痒病的诊断与防控措施 黄 智（76）

羊布鲁氏杆菌病的诊断与综合防控 何金明（77）

中西医结合治疗奶牛大叶性肺炎 丁瑞华（78）

朝阳县肉羊产业现状与存在问题 王秀梅（80）

舟曲县土山羊淘汰后的变化 刘小霞（81）

繁殖技术引发牛不育的改进策略 庞海军（82）

马属动物胃肠卡他的中西医治疗 周 璞（83）

牦牛寄生虫病的危害及防治 多杰索南（84）

影响羊场安全生产的因素及对策 米玉龙（85）

羊痘和羊传染性脓疱的区别及防治 马红艳（86）

牛口蹄疫的诊断与防控 秦云则（87）

后备母牛与成年母牛的繁殖管理 曹国辉等（88）

羔羊痢疾的鉴别诊断及综合防治 王艳红（89）

新生犊牛低镁血症的防治方法 张洪伟等（90）

试论肉羊卫生防疫与疾病防控措施 夏 伟（91）

牛气肿疽的诊断与防控 王铁发等（92）

牛巴氏杆菌病诊断与综合防治 武兵元（93）

夏季养羊需做好“五防”工作 李景平（94）

牛羊检疫工作的技术要点 吴会兰（95）

羊消化道寄生虫的防治策略 刘文光（96）

羊群引种运输的注意事项 王艳唯（97）

羊体外寄生虫病的防控措施 孙丽丽（98）

牛瘤胃积食的防治 孟永发（99）

做好牛羊常见疫病防控的关键 刘士涛（100）

季节性气候变化对牛病

的影响及预防 木拉提·叶什木哈买提（101）

肉羊舍饲育肥及传染病防治 何世昌（102）

绵羊多头蚴病的诊断及防治措施 安生杰（103）

羊乳房炎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黄佰银（104）

提高母羊受胎率的方法 段兆波（105）

夏季羊肠毒血症的防治 包永丽（106）

牛布氏杆菌病鉴别诊断与预防 公钰磊（107）

牛羊重症肝片吸虫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肖 填等（108）

浅析羊的主要疫病及防治方法 欧 云（109）

奶牛坏疽性乳房炎误诊为产后败血症 李庆全（110）

奶牛乳腺炎的诊断及预防 毕永胜（111）

犊牛脑包虫病及防治措施 完代草（112）

几种常见牛病的特点及防治方法 梅朵永尕（113）

肉牛的饲养管理及常见病的治疗 苏国君（114）

羊链球菌病及综合防治 曾庆辉（115）

音 养 猪 音

新生仔猪低血糖症的防治 叶世亮（29）

后备母猪的饲养管理与营养方案 游东辉（116）

猪喘气病的治疗与体会 杜文晓等（118）

夏季生猪“高热病”病因分析 张建兵（119）

夏季猪常发疫病的症状与诊治 姜宝华（121）

规模化猪场疫病的监测与检测问题 吴晓洋等（122）

关于猪群血痢的症状及诊治 付淑娟（123）

规模化猪场疾病防控的策略 罗光富（124）

一例猪高热病诊治 田玉栋（125）

一例猪回肠炎并发食道口线虫病的诊治 庞丽丽（126）

浅析猪流感的临床治疗 易德刚（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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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子宫内膜炎的防治 许顺明（128）

益母草在母猪疾病防治上的应用 朱 宏（129）

一种猪专用促生长中草药饲料添加剂

喂养试验 马世超（130）

母猪产后不食症的病因与防治措施 曹玉宏（131）

生猪传染病频发的原因与综合防控 卢 钰（132）

猪钩端螺旋体病的诊断与防控 赵晓红（133）

种公猪应激综合症的临床表现 张大林（134）

猪蛔虫病的诊断与防治措施 孙 娜（135）

阳光猪舍健康养殖模式应用效果

及前景分析 曹新民等（136）

猪气喘病的综合防治 刘运平等（137）

秋季母猪多发病的诊疗与管理 李春明（138）

副猪嗜血杆菌病的治疗及综合防控 马东旭（139）

猪弓形虫病的综合防治技术 张国玉（140）

猪流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策略 李翠珍（141）

猪增生性肠炎与综合诊治措施 于守涛（142）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危害及防治 赵仁民（143）

猪病治疗无效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刘 崇（144）

藏猪阉割的“小挑花”术 华 波等（145）

仔猪骟割及免疫技术要点 苟 军等（146）

猪喘气病的综合防治 朱昌谷（147）

防疫猪群发生猪瘟的诊治 徐年青（148）

养猪场对饲养环境的要求 张宏明（149）

猪魏氏梭菌病的诊断及防控策略 陈宝山（150）

猪蓝耳病与圆环病毒混感继发胸膜肺炎

的诊断 刘萌萌等（151）

音养 禽音

乌鸡减蛋综合症的防制方略 李 丽（6）

鸭呼肠孤病毒感染的诊断与防治 陆永生（152）

黄羽肉鸡的饲养环境与营养研究 刘兆刚（153）

鸡大肠杆菌病的病因分析及防治方法 徐世虎（155）

当前鹅病多发的原因与防治措施 陈丙沛等（156）

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的防控 来常海（157）

夏季蛋鸡顽固性腹泻的综合诊治 张忠虎等（158）

巡视鸭舍应检查六要点 卢国伟（159）

农村养鸡的防疫现状与对策 戴继亮（160）

笼养鸡产蛋疲劳症的防治 王新波等（161）

应用发酵中药治疗蛋鸡大肠杆菌病 陈 剑等（162）

农村散养鸡疫病防治技术的推广 丁红霞（163）

鸡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治 高 海（164）

肉仔鸡猝死症的防控措施 董朝民（165）

生态放养鸡饲养管理技术 郭 刚（166）

鸡坏死性肠炎的诊断 张保伟（167）

禽球虫病的诊断及防治措施 张贵民（168）

鸡新城疫的危害与防治 王殿元（169）

秋冬季常见鸡病的防控措施 史 浩（170）

禽传染性鼻炎的诊断和防治措施 赵志杰（171）

农村散养鸡新城疫病的诊断及防治 苏 兵（172）

音经济动物音

猫咸虾皮中毒的诊治 李 欢（40）

鹌鹑传染性脑脊髓炎的诊治报告 祝琳琳（173）

浅谈兔细菌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朱立欣（174）

一例骆驼前胃迟缓的中西药结合治疗 王 尧等（175）

东北虎幼仔佝偻病的防治 宫 明（176）

犬冠状病毒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 罗 娟（177）

貉传染性肝炎及综合防治 高 峰（178）

浅谈如何提高淡水养殖经济效益 王文星（179）

家兔常见病的防治 周进蔚（180）

天祝县羊驼产后疾病的预防及治疗 任昱春（181）

音兽药信息音

鱼腥草及注射剂在猪病防治中的应用 郑鹏祥（183）

猪肉兽药残留的危害及对策 王传青等（184）

如何正确用药防治鸡病 刘可心（185）

音 牧草饲料 音

加强草原保护建设，科学合理利用草原 韩 伟（186）

毛虫复合剂对草原毛虫的防控效果 赵晓军等（187）

青海省草原生态畜牧业发展现状及建议 李成云（188）

浅析苜蓿在畜禽养殖方面的应用 钟振军（189）

玛曲县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现状 马文俊等（190）

草原生态保护视域下的玛曲县牧村发展 杨青平等（191）

影响动物饲料安全的因素与对策 张水成（192）

关于对草原保护修复的思考 刘 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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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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