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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教学研究音

高校创新创业实践周执行问题研究

——— 以动物科学专业为例 胡文靖等（4）

基于高等职业院校实施现代学徒制的途径与

对策探讨 陈翠玲等（6）

成果导向课程《中药调剂技术》的教学单元设计 徐 静等（8）

“双一流”建设下农业类本科生科技创新能力培养 孙红艳（9）

音专论与综述音

流感研究数据库（IRD）在病毒研究中的应用 吴运谱（10）

浅析加强农村畜牧兽医新技术推广体系

的建设 谭志威等（12）

略谈生物污染对食品安全及绿色养殖的挑战 祝殿业（13）

论在畜牧业生产宏观调控中建立国家行政命令

管制政策 盖德军（15）

颠覆未来禽业的数字化技术 何忠武（17）

寄生虫病 LAMP 技术研究进展 李 慧等（18）

畜牧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的新进展 金 磊（21）

新常态下畜产品检验检测工作的创新思考 塔 （22）

山东畜牧业发展现状与可持续发展措施 杨 英（23）

微小隐孢子虫分子流行病学 陈 苗等（24）

新形势下乡镇养殖业现状及发展对策探究 赵润洪（26）

种猪场伪狂犬病的诊断与防控净化 张 慧（28）

加快如东县良种蛋鸡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 顾伟程等（29）

畜禽规模养殖场环境污染治理措施 多 杰等（31）

◆试验研究◆

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 ftsW 基因的克隆和分析 陈尔曼等（32）

规模化猪场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症血清学

调查研究 高素敏（34）

打瓜中的生理活性物质与打瓜籽蛋白的

功能特性 李颖慧等（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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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用构树、中华草营养成分分析及其在畜牧

养殖中的应用 申惠敏等（37）

日粮添加杜仲叶对奶牛生产性能的影响 夏晓会（39）

延边部分地区猪致病性大肠杆菌的分离

与鉴定 金京顺等（40）

南京市规模猪场猪伪狂犬病综合净化

技术探究 汪恭富等（42）

马传染性贫血病琼脂凝胶免疫扩散试验常见

问题浅解 潘永娜（44）

“猪健素”对商品猪生产性能的效果观察 叶 晖等（45）

◆兽医卫生◆

谈动物“防疫”和“治疗”的关系 姬凯东（11）

猪肺疫的诊断与防治 夏金阳（46）

动物钩体病的流行病学 刘春玲（47）

基层兽医对畜禽疾病防治的现状 马 添等（48）

影响基层兽医诊疗水平的因素与对策 朱秀娟等（49）

加快牛羊定点屠宰场建设的措施 叶国庆等（50）

动物产地检疫及检疫电子出证工作存在的

问题及建议 蒋建军（51）

家禽免疫接种方法及注意事项 李可心（52）

做好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措施 钟 雄等（53）

青藏高原牦牛的繁育技术探讨 王世贵（54）

畜产品安全管理面临的挑战和对策 刘 迪（55）

动物免疫抗体检测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王 辉（56）

家畜破伤风醋灸、中西药结合治疗法 安桂香（57）

母猪尿路感染的科学防控 刘文进（58）

内蒙古肉羊养殖增收实用技术探讨

———以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为例 白东胜（59）

基层动物检疫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许以文等（60）

猪的标识方法及操作要点 吕 杰（61）

家畜常见病的中兽医治疗及应用 赵贤花（62）

◆草食动物◆

肉牛胚胎移植技术要点分析 石 磊（63）

肉牛口蹄疫的流行与预防措施 陈如龙等（64）

肉牛育肥期的饲养管理 刘宝娟（65）

肉牛的养殖管理与疾病预防 吴春友等（66）

肉牛传染性坏死性鼻炎的防控 高 彬（67）

牦牛养殖技术要点分析 切德力（68）

马步态基因溯源 顾京晶（69）

肉牛的饲养与管理 郭伟婷（70）

奶牛结核病和布鲁氏菌病的检测净化方案 刘晓芳（71）

羊瘤胃臌气的综合防治 陈纯久（72）

羔羊肺炎的科学防治技术 杜自强（73）

全价颗粒饲料在肉羊生产中的应用效果 黄继康等（74）

肉牛养殖的常见病防治 王 磊（75）

一例小尾寒羊患焦虫病的诊治 张 波（76）

预防乳牛分娩前后代谢病的新方法 郑志刚（77）

羊肠毒血症的诊断及防治措施 李生芳等（78）

牛羊养殖场疫病的防控措施 满都拉等（79）

羊链球菌病的诊治 孙建华（80）

规模牛场疫病防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和积典（81）

奶牛酮病的发生与防治措施 王海峰（82）

奶牛的配种、妊娠及分娩 徐 迪（83）

试论牛腹泻的病因与防治措施 钱 俊等（84）

奶牛乳腺炎的传播和预防措施 张宏志（85）

牛巴氏杆菌病的不同类型及诊治 姜延骞（86）

南德温牛细管冻精引进及授配技术推广要

把好“五关” 张天昌（87）

羊肺丝虫病的防治 贾中维（88）

肉羊养殖形势发展及关键技术 贾希芝等（89）

◆养 猪◆

仔猪脐疝病的防治 曲世銮（7）

母猪乏情的原因及防控措施 成祖斌（90）

生猪标准化养殖模式和技术水平分析 宋掌业（92）

仔猪白痢病的主要防控措施 刘 坤（93）

母猪流产的分类 刘永清（94）

一养猪户连续发生猪弓形体病的诊治与体会 胡业和（95）

提高育肥猪生产力的管理措施 刘卫军（96）

昌图黑猪的种质特性 高 顺（97）

夏季猪主要疾病的防治措施 李 欢（98）

猪人工授精技术探讨 贾中维（99）

养猪发酵床的制作与管理 杨朝霞（100）

新生仔猪三种常见病的诊治 步娇婕（101）

猪气喘病的治疗与预防 郑凤明等（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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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分娩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王海霞等（103）

猪附红细胞病的临床诊断与治疗 唐启智（104）

猪常见体内寄生虫感染及管防措施 李玉兰（105）

优良母猪品种的选种与培育 严浩辉（106）

动物营养与保健在养猪中的作用 张明珠（107）

一例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的诊治 何覃杰（108）

新猪引入的方法和风险分析 米国芹（109）

一起猪水肿病的诊断与治疗 覃子榕（110）

一例猪圆环病毒病继发副猪嗜血杆菌病

的诊治 陈登峰（111）

猪球虫病和隐孢子虫病的诊断及防控 徐 畅（112）

仔猪常见腹泻性病毒病的综合防控 柳彦华（113）

猪附红细胞病的诊断与治疗 姚志飞（114）

蓝耳病防控效果报道 李芳萍等（115）

仔猪黄痢的病因分析与防治 刘梅花（117）

公猪阉割操作技术 史晓静（118）

养猪生产中常用的非营养性添加剂 蔡亚萍（119）

农村农户科学养猪技术 肖金华（120）

切断传染源和传染途径的重要性 冯玉兵（121）

浅谈夏季生猪常见病的诊治 何 星（122）

猪附红细胞体病的诊断与防治 宋伟峰（123）

规模化猪场免疫接种的注意事项 罗 婧（124）

猪呼吸道疾病的病因及预防措施 王 冠（125）

断奶应激综合症仔猪的管理要点 闫桂芹（126）

猪蓝耳病病因与治疗措施 冯瑞芳（127）

种公猪的饲养管理与精液采集 许钦彬（128）

猪钩端螺旋体病的流行与防治 李 刚（129）

猪群福利化管理的若干措施 李 清（130）

仔猪饲料原料的选择和特点 姜 文（131）

酶制剂在生长育肥猪和繁殖母猪上的应用 田 玺（132）

◆养 禽◆

一例蛋禽滑液囊支原体的诊疗 季焕晨（80）

干扰素刺激基因对雏鸡繁殖的影响 周 妍（133）

浅析规模场禽流感的综合防控措施 高少敏（134）

鸡滑液囊支原体（MS）对养鸡业的危害 宋丽丹（135）

鸭、鹅禽流感的流行与防控措施 王志顺（136）

鸡链球菌病的诊治 刘志文等（137）

禽沙门氏菌的治疗 张 达（137）

肉鸡猝死综合征发病机理及防治措施 庄建明（138）

种蛋在消毒与保存时的注意事项 刘 芳（140）

一例蛋鸡心包积液包涵体肝炎病例 龚商羽（140）

鸡病防治的优化策略 范秀娟（141）

番鸭呼肠孤病毒病的综合防治技术 陈序传（142）

鸭病毒性肝炎的中药治疗 方 勤（143）

鸭、鹅感染支原体病的诊断与防治 李莉莉（144）

鸡新城疫与大肠杆菌病混感的诊治 吕志生（145）

肉鸡肠毒综合征及病因分析 刘志忠（146）

鸡传染性鼻炎预防与治疗 陈 婷（147）

鸡慢性呼吸道病综合防治 韦元园（148）

鸡痛风病的诊断与治疗 王世国（149）

◆经济动物◆

浅谈猫传染性鼻气管炎的防治 陈 勇（139）

50 例犬桡尺骨骨折玻璃纤维石膏绷带

外固定术临床应用体会 焦淑婷等（150）

雉鸡类动物幼雏球虫病的防治 黄 洁等（151）

母犬剖宫产的适应症 郭俊武（152）

犬瘟热的诊断与治疗 李建霞等（153）

动物园内小熊猫饲养 姚启远等（154）

生石灰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 薛加忠等（155）

◆牧草饲料◆

榆阳区草产业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常 丽（156）

青海草原虫害诱因及生态治理 杨 萍（158）

全株玉米青贮技术要点 徐智凤等（159）

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之浅见 周 乐（160）

草食家畜干牧草饲料的制备 白彦琼（161）

◆广告信息◆

2018 年第五届安徽（合肥）国际畜牧业博览会

暨安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专题展 （封二）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征订启事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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