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畜牧兽医科技信息畜牧兽医科技信息 2021年第 07期

音 教学研究 音
高职院校实施 1+X证书制度的实践探究 李 乐等（04）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动物营养与饲料

课程中的应用 姜文博等（06）
音非洲猪瘟专题音

非洲猪瘟的危害及防控措施 韦华永（08）
非洲猪瘟带给猪场消毒工作的启示 张成林（09）
基层乡镇防控非洲猪瘟工作存在的问题与探索 华林（10）
非洲猪瘟后猪场的生物安全管理 肖爱明（11）
非洲猪瘟的流行现状及防控措施 潘慧霞（12）
非洲猪瘟后无害化处理掩埋场的消毒注意事项 刘新志（13）
我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难点与对策 宫 婷（14）

音养殖污染治理音
病死动物及产品无害化处理存在的问题 李葵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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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微生物检验及细菌耐药性现状 黄跃杰（21）
我国野生动物园经营管理可持续发展路径分析 刘煜可（22）
肉牛养殖的现状及发展对策 张灵东（23）
基于文献计量学的近二十年中药蜜炙研究进展 陈剑萍等（24）

音试验研究音
2017~2020年徐州地区部分奶牛场

布鲁氏菌病监测 刘胜宇等（26）
布鲁氏菌病实验室诊断技术探讨 姜 萍等（28）
抗 PEDV卵黄抗体的治疗效果 王子豪（29）
丹顶鹤免疫禽流感病毒 H5亚型三价灭活疫苗

（Re-6、Re-7、Re-8）后的消长规律 任妙璇等（30）
河南省豫北地区副猪嗜血杆菌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与分析 王 翠等（32）
郴州市猪 O型口蹄疫免疫抗体监测分析 陈南颖（33）
影响动物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结果的因素分析 叶裕香（34）
影响血凝及血凝抑制试验结果的因素 杨 丽（35）
从生物安全角度浅析兽医实验室管理

加米拉·那哈西巴衣（37）
音 兽医卫生 音

牛病毒性腹泻的诊断与治疗 热洋古力·托合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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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场畜禽疫病防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陈世艳（40）
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王爱华（41）
制约畜牧养殖技术在农村推广应用的因素 马守江（42）
基层动物防疫检疫工作的难点 巴特力·贾尼木汗等（43）
动物防疫整村推进模式推广应用效果分析 付 晓（44）
实施绿色环保养殖推进贵州山区畜牧发展 刘 永（45）
基层畜牧兽医新技术推广探讨 孔少栋（46）
动物肠道屏障的组成与功能 达吾列提·叶斯肯德尔（47）
提高畜牧科学技术的措施 王向东（48）
浅析动物疫病如何预防 周亮永（49）
动物疾病的发病因素及应对策略 别丽扎提·巴哈多拉（50）
浅析兽医卫生检验及监督工作 张 杰（51）
发展山地生态畜牧业助推乡村振兴 牟锦繁（52）
动物疾病久治不愈的原因 刘双龙（54）
重大动物疫病的常态化防控模式 奴尔古丽·居坎（65）
做好动物检疫工作的措施 姚仕霞（56）
基层畜牧兽医工作常见问题和对策 杜新平（57）
畜禽传染病的预防与治疗 刘国华（58）
中国智能畜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刘东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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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基层畜牧兽医人员的安全防护 韩金涛等（61）
基层畜牧养殖的管理问题与解决方法 杨文国（62）
中兽医在畜牧业生产中的应用 高集祯（63）
乡镇兽医站防疫检疫存在问题及对策 郭娜娜（64）
浅析畜牧兽医防疫工作的重要性 刘树金（65）
落实防疫检疫制度保障畜产品安全 张 燕（66）
基层畜牧兽医防疫体系的建设方法 刘常密（67）
生猪屠宰检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赵 峰（68）
新形势下动物防疫工作严把六关 田俊英（69）
提升基层动物防疫工作质量的措施 郑 曼等（70）
东莞屠宰场整合后检疫队伍现状和建设

思考 黄添祥等（71）
基层畜牧养殖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孙黎明（72）
新形势下农村畜牧养殖工作探析 牛志斌（74）
提升兽医诊病技术的策略 刘京栓（75）

音 草食动物 音
伊金霍洛旗马媾疫的血清学诊断及防治措施 李 宏（76）
羔羊大肠杆菌病 布 英（77）
牛羊口蹄疫的诊断与治疗 许立勇等（78）
羊线虫病的诊断与治疗 孟凡宝（79）
奶牛疾病防治的用药原则及注意事项 邱元霞（80）
牦牛饲养管理及常见疫病防治 多杰东智（81）
做好牛羊安全驱虫预防疫病传播 唐加力克·木哈买提（82）
发热黄疸型牛病的治疗方式 叶斯布力·斯玛依力（83）
羊腹泻病的中西医治疗 张晓宁（84）
羊小反刍兽疫的流行和防控 赵喜玲（85）
奶牛布氏杆菌病的检疫及防控 魏 贺（86）
羊防疫工作的现状及方式 阿不都热合曼·牙孙（87）
奶牛隐性子宫内膜炎的诊疗 王宏伟等（88）
牛腐蹄病病因及综合防治 李随霞（89）

牛疥螨病的特色治疗技术 马宝华等（90）
牛常见消化系统疾病的防治 郑亚栋（91）
牛布氏杆菌病的防治技术 李梦奇（92）
犊牛腹泻的病因及防治措施 吴晓峰（94）
规模场奶牛流行热的综合防治 孟凡云（95）
羊传染性脓疱病的流行与防控 胡晓娜等（96）
羊梭菌病与巴氏杆菌病混感的诊疗 巴格那（97）
牛病毒性腹泻的诊断及防治措施 吕吕甫·德瓦（98）
牛衣原体病血清检测 蒋洪卫（99）
牛羊寄生虫病防治措施 庞宝龙（100）
绵羊妊娠毒血症发病机制与防治措施 焦献鑫（101）
怀孕母牛产死胎的病因与诊治 田国宏（102）
牛羊布病的系统防范措施 艾力江·排力丁（103）
肉羊疫病的综合防治措施 鲁晓艳（104）
牛羊布病流行传播的风险与防控建议

阿曼古丽·斯拉依（105）
牛病毒性腹泻的治疗 王利宏（106）
牛结节性皮肤病的防控措施 李富强（107）
牛羊布病的诊断方法 古丽娜尔·木斯塔法（108）
牦牛寄生虫病的诊断和治疗 马建成（109）
初生犊牛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

阿依登古丽·木斯拉提（110）
羊布氏杆菌病的检疫和预防 何慧慧等（111）
论常见羊病治疗与预防措施 热洋古力·托合提（112）
中西兽医结合治疗羊腹泻疾病 张永政（113）
提高羊饲养经济效益的路径 李仲选等（114）
牛品种改良与人工授精技术要点 乌云花（115）
牛病毒性腹泻的诊断和治疗 廖海波等（116）
马腺疫的治疗预防 叶斯木别克·热阿合木巴依（117）
基层兽医站对肉羊疫病的综合防治措施 刘巧玲（118）
常见牛传染病的防治措施 陈庆君（119）
如何抓好规模牛场的疫病防控 任丽娟（120）
中兽医治疗羊瘤胃臌气 陈永年（121）
牛高热症的诊治 王梅芳（122）
西南地区黑山羊养殖技术分析 杨旭容（123）
春季牛病的有效预防及治疗 马金锁（124）
育成牛的饲养管理技术 秦建云（125）
加强对奶牛患狂犬病的认识 王大维（126）
牛场的卫生管理及防疫 周佳文（127）
牛羊常见病的临床症状与治疗 塔吉古丽（128）
羊寄生虫病的综合防控措施 李长宏（129）
羊病预防控制及防治策略 马 超（130）
牛病难治的原因及诊疗方法 王小霞（131）
提高肉牛冻精改良受胎率的技术措施 陈 明等（132）
春季牛病的综合预防及治疗措施 刘 宇（133）
刍议牛羊细菌病防治措施 杨浩可（134）
春季羊痘病的预防与治疗 董廷贵（135）
牛羊细菌病治疗方法浅析 杨泽龙（136）
牛羊布病防控的优化策略 张 惠（137）
浅谈羊布氏杆菌病的防控与净化 杨 鹏（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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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养 猪 音
猪病混合感染的诊断要点及防控 王天元（139）
猪链球菌病的诊断和防治 孙学龙（140）
猪细小病毒病的临床诊治 祝 宏等（141）
生猪规模饲养场健康养殖的探讨 马军宏（142）
猪疫病防控及治疗的关键技术 丁国峰（143）
生猪疫病防治存在问题与解决对策 贾代锋（144）
规模化猪场生态养猪技术要点 吴跃明（145）
洪灾后猪病毒性腹泻防治方法 钟会平（146）
散养猪疫病的防控及对策 郭晏利（147）
克林霉素对猪肺炎霉形体病的治疗效果 杨贞玉（148）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的诊疗 邢相利等（149）
影响猪群免疫效果的因素 赵志杰等（150）
种猪先进饲养管理技术探索 唐玉哲（151）
猪弓形虫病的防治 肖 菲（152）
饲养场提高种猪利用效率的有效措施 锡东颖（153）
猪常见病的防治措施 武晓东（154）
猪免疫抑制性疾病的流行特点与控制 吕 瑞（155）
母猪产后疾病的治疗措施 陈 亮（156）
一例慢性猪回肠炎的诊治及体会 肖 娜等（157）
浅析猪疫病防控及治疗方法 韩国涛（158）
猪传染性胃肠炎诊断、预防与控制 吴曙光（159）
猪流感的临床治疗 徐美彦（160）
浅谈中西医结合治疗仔猪白痢 杜想明（161）
生猪健康养殖模式及发展的探讨 王利萍（162）
猪二种杆菌性肺炎的诊治措施 郑连新（163）
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的防控措施 漆亚龙（164）
关于抗生素药物在猪病防治中的应用 沙成相等（165）
猪链球菌病的发生及其综合防控 田云涛等（166）
猪出血性痢疾的防治 张国迅（167）
浅论饲养环境对猪群健康的影响 漆彦奎（168）
猪传染性胃肠炎预防及治疗 杨永军（169）
猪附红细胞体病的诊断与防控 柴文虎（170）
规模化猪场的综合防疫措施 王立明（171）
猪疝的手术治疗方法探讨 王跃新（172）
季节性气候变化对猪病的影响及预防 印 琪等（173）
猪无乳和泌乳分泌不足的治疗 毕 伟（174）
猪口蹄疫的临床症状与防治 赵金栋（175）
猪丹毒与猪肺疫混感的综合诊治 赵丽华（176）
仔猪接产与管理技术 阳巧梅等（177）
猪疫病防控及治疗的具体措施 李紫欣等（178）
饲养场提高母猪产仔数的有效措施 洪德生（179）
昌图县生猪生产持续恢复 强 者等（180）
治疗猪高热病药物使用误区 滕英娟等（181）
关于养猪技术要点及发展趋向 左玉英等（182）
如何做好养猪场的防疫检疫工作 苟明文（183）
猪流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段雄鹰（184）
猪流行性腹泻的综合防治 白 梅等（185）
仔猪腹泻病的综合防治措施 徐林海（186）

音养 禽音
浅析抗生素对家禽疾病防治的作用 王 亮（187）
禽流感 陈晶鑫（188）
鸡禽霍乱的流行特点及防治对策 杨雪梅（189）
肉鸡传染性支原体病和大肠杆菌病混感

的诊治 邢清洁（191）
蛋鸡产软壳蛋的原因与有效防治 臧洪波（192）
引起鸡中毒性疾病的原因及预防建议 徐国敬等（193）
浅析鸡病治疗中的错误用药及危害 林 玲（194）
鸡病预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杨建勋（195）
避免家禽免疫失败的有效措施 申殿柱（196）
鸡支原体病的诊断与防治 汪 洁（197）
禽隐孢子虫病的诊断与防治 宋家明等（198）
麻鸡的饲养管理 潘声友（199）
产蛋期种鹅日常管理的关键措施 由晓红（200）
鸡葡萄球菌病的综合诊治 万雪飞（201）
鸡传染性贫血病及其防控 许 杰（202）
肉鸭肉毒梭菌毒素中毒的诊治 赵晓红（203）
夏季养鸡场防高温应激的措施 蔡希梅等（204）
鸡常见嗉囊疾病及防治 宿海娟（205）
家禽免疫接种及疫病防治举措 吴晓霞（206）
武汉市绿水青山种植专业合作社

林下土鸡养殖模式 邱金彪等（207）
鸡球虫病的药物防治 朱圣杰（208）
雏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的诊治 李艳春（209）

音经济动物音
一例大白凤头鹦鹉软嗉病的治疗 王 琰等（210）
引进野生凯克鹦鹉死亡原因调查及分析 王 莹（211）
杂交肉用鹿饲养管理的关键点 徐 洋（212）

音 水产信息 音
分析虾稻综合种养模式技术要点 彭德炎（213）
生态养殖技术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 韩红艳（214）

音兽药与饲料 音
头孢喹肟及其在猪病防治中的应用 单夫峰（215）
浅析兽用抗菌药减量化的影响 刘 梅（216）
传统草原畜牧业到现代畜牧业的转变 秦明东（217）
酵母硒在羊生产上的应用 谢文选等（218）
科左中旗饲料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

与机遇 殷晓龙等（220）
探析饲料中 5种有害重金属的检测方法 达成彪（222）
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提高草原监督管理水平

沙吾列·胡瓦尼西拜（223）
科左中旗饲料销售环节创新监管模式探索 李 强等（224）
牧草的常见的种类及种植技术探讨 杨国红（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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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