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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环境污染原因与处理利用 王国慧（23）
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技术的现状及展望 吴玉文（24）
生态养殖与粪污处理技术探讨 董新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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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试验研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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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间包虫病综合防治分析 魏海兰（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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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奶牛泌乳期的饲养管理 邱 慧等（88）
奶牛乳房炎的综合防控措施 张亚男（90）
牛前胃疾病的中西医治疗措施 杨成义（91）
奶牛布鲁氏菌病与结核病的检疫

与治疗 刘志勇等（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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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影响肉牛育肥效果的因素 张宇春（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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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病毒性腹泻的诊断与治疗 孙月川等（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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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牛羊病的防护和治理措施 杨春风等（111）
犊牛快速育肥饲养管理技术 刘金录（112）
牛瘤胃臌气的临床症状及治疗 倪 雁（113）
发酵床技术在肉牛养殖中的应用 孙 珍（114）
牛羊疫病防控难点及建议 乌乐给（115）
育肥牛的养殖技术 普天祥（116）
牛口蹄疫免疫不良反应的应对措施 徐凤兰（117）
奶牛生产瘫痪的防治 刘 宁等（118）
羊传染性脓疱的诊断及其防治 易文辉（119）
牛布氏杆菌病的检疫及防控 于伟侠（120）
浅析羊常见呼吸道疾病的病因及综合

防治措施 石 刚等（121）
羊细菌性疾病的防控措施 王 超（123）
种公羊和母羊的饲养管理技术 刘建平（124）
育肥肉羊的饲养管理 郑学文（125）
牛口蹄疫的诊断和防控措施 徐龙华（126）
牛病治疗难的原因及诊疗方法 胡伦伟（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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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胃肠炎的具体治疗方法 曾 翔（128）
浅析基础母羊饲养管理技术 王春梅（129）
解析农村地区肉牛养殖模式 杨利宁（130）
牛口蹄疫的诊断及防治方法 德金措（131）
羊贫血的中兽医治疗 丁 帆（132）
常见牛羊疫病的综合防治措施 何学成（133）
牦牛高效养殖的关键技术 贺 东（134）
热应激对奶牛生产性能的影响及应对方法 王明媚（135）
羊瘤胃酸中毒的诊治及预防 和岳琪（136）
羊食道阻塞的症状及治疗 盖守睿（137）
羊脑包虫病的治疗 崔 珊等（138）
牦犊牛的养殖管理技术 郭守存（139）

音 养 猪 音
小规模猪场非洲猪瘟防控的措施 全海莲（140）
关于非洲猪瘟的防控措施的探讨 杜宏亮（141）
浅谈规模场如何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李翠菊等（142）
非洲猪瘟防控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对策 肖振国（143）
母猪产前产后瘫痪的病因与综合防治 陈久银（144）
猪气喘病的诊断与防控 尹会渊（145）
母猪闭尿病的中兽医治疗 张军维（146）
生猪疫病防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朱美兴等（147）
提高生猪育肥效果的措施 董浩江（148）
种公猪的饲养管理技术措施 李延彬（149）
浅谈生猪防疫的隔离措施 何本初（150）
猪旋毛虫病的检疫要点 郭庆亮（151）
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的诊断与防控 简秀利（152）
猪肠道病毒感染的诊断及防治措施 王 有（153）
规模猪场生物安全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李明春（154）
规模场常见猪疫病及防治 吴忠明（155）
一例仔猪蓝耳病与流行性腹泻

混合感染的诊断与防控 周艳红（156）
猪蓝耳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汪正军（157）
生猪的饲养管理与疫病防控技术 刘 亚等（159）
猪有机磷农药中毒的诊疗措施 王金石（160）
仔猪腹泻的类型及综合防治 刘荣敏（161）
生态猪养殖技术 吴永德（162）
猪常见皮肤病的诊治措施 孙振文（163）
中西医结合治疗猪高热综合症 齐军伟（165）
猪喘气病的治疗方法 胡小平（166）
猪气喘病的临床症状与防治 邓丽娜（167）
猪圆环病毒病的综合防治 毕凯璇等（168）
仔猪腹泻和母猪少奶的中兽医治疗 徐勤宽（169）

音养 禽音
当前高致病性禽流感流行趋势及其

防控要点 徐 佳等（170）
中西医结合治疗鸡传染性喉气管炎 曲慧敏（171）
鸡营养性衰竭症的防控 王国强（172）
浅谈我国蛋鸡业发展状况 刘宏伟（173）
我国家禽养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王吉忠（174）
浅析无抗养殖与鸡蛋食品安全 吕井余（175）
肉鸡舍的环境控制技术措施 侯贺春（176）
一起乌鸡新城疫混感大肠杆菌病、

鸡败血支原体病的中药治疗 温斌华等（177）
家禽沙门氏菌的综合防控措施 任利枢（178）
治疗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的对策 王苏宏（179）
蛋鸡无抗养殖关键技术分析 刘英兰等（180）
鸡禽流感诊断技巧和治疗方法 申 玲（181）
产蛋鸡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治 林 玲（182）
鸡流行性感冒的防治措施 孙长江（183）
雏鸡早期饲养技术及疾病防治措施 吕桂华（184）
鸭病毒性肝炎的综合防治措施 舒 磊（185）
白羽肉鸡笼养模式 王潍波（186）

音经济动物音
浅谈宠物犬的美容护理与保健 张 乐（187）
一例大肠杆菌性幼兔腹泻病的综合防治 唐仰龙（189）
浅析非洲狮的饲养管理与繁殖 寇利花（190）
规模场鸽病的综合防治 热汗古丽·吐逊（191）
成年孔雀慢性链球菌病的诊断和防治 张继红等（192）

音 水产信息 音
当前渔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新特点与新对策 孙清华等（193）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大口黑鲈 段六运（194）

音 牧草饲料 音
日粮中添加苜蓿草粉对生长猪产性能

的影响 农凯婷等（195）
发展种草养畜的必要性 刘海进（196）
草原管理与草地畜牧业均衡发展对策 许发祖（197）
试论草原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均衡发展

的影响因素 塔拉甫汗·斯拉木汗（198）
饲料安全的营养和技术调控 王白林（199）
调整草畜平衡,治理生态环境

加依娜古丽·阿吾达什（200）
新时期加强草原生态保护的措施 杨百花（封三）

◆广告信息◆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投稿须知 （封二）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征订启事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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