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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作者 论文名称 期刊名称 期（刊）号

1 戴四发

Effects of dietary glutamine and
gamma-aminobutyric acid on meat
colour, pH, composition, and

water-holding characteristic in
broilers under cyclic heat stress

British Poultry
Science

2012/53期

2 蔡治华

Phylogenetic reletionships of the
genus Eurytrema from domestic and

wild animal based on 18S Rrna
sequences

Parasitol Research 2012/111期

3 李升和 饮水硼对大鼠肾上腺组织结构的影响 卫生研究 2012/5期

4 李升和
益生素对肉仔鸡生长性能及免疫器官

发育的影响
粮食与饲料工业 2012/3期

5 李文超
柔嫩艾美耳球虫Serpin基因真核表达

载体的构建及其瞬时表达
中国预防兽医学报 2012/11期

6 李文超 菊花多糖的研究进展 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2012/2期

7 李文超
白头翁不同提取物及复方抗鸡柔嫩艾

美耳球虫研究
中兽医医药杂志 2012/3期

8 李文超 高校生物类实验室绿色化管理的探索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2/6期

9 贺绍君 鸭弧菌性肝炎的诊治报告 当代畜牧 2012/4期

10 贺绍君
复合添加剂对乌骨蛋鸡产蛋性能的影

响
赤峰学院学报 2012/12期

11 贺绍君 貉真菌毒素中毒的诊治 中国兽医杂志 2012/12期

12 贺绍君 兽医临床有效应用血常规检查的措施 河南畜牧兽医 2012/12期

13 李立顺
不同产地白头翁遗传特性及白头翁皂

苷B4量的比较
中草药 2012/4期

14 李立顺 北五味子种子和果肉中活性成分比较 食品科学 2012/16期

15 李立顺
银苦黄白口服液的不同配伍对苦参碱

和氧化苦参碱影响
中成药 2012/11期

16 李立顺 中兽医实践教学实效性探讨 教育教学论坛 2012/21期

17 李静
酒精阳性乳奶牛血清和乳Na、K水平分

析
吉林农业科学 2012/3期

18 李静
金钱草对草酸钙结石小鼠红、白细胞

数的影响
赤峰学院学报 2012/9期

19 李静 《中兽医学》之经络学说教学体会 中兽医医药杂志 2012/6期

20 周金星
不同剂量党参提取物对青脚麻鸡小肠

组织结构影响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2012/4期

21 周金星
以培养应用能力为基础的《动物解剖

及组织胚胎学》精品课程建设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2/4期

22 周金星
复方金银花、茵陈五苓注射液对家兔

内毒素性肾衰组织结构影响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2/2期

23 周金星 不同剂量党参、淫羊藿提取物对青脚 中国农学通报 201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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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鸡脾脏组织结构的影响

24 周金星
不同剂量党参、淫羊藿提取物对青脚

麻鸡盲肠组织结构的影响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2/1期

26 周金星
偏钒酸铵对四氧嘧啶毒性小鼠空肠组

织结构的影响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2/6期

27 宁康健 黄芩苷对小鼠抗炎作用的研究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2/6期

28 宁康健 茯苓对兔利尿作用观察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2/4期

29 孙素玲 钒对小鼠肝微粒体代谢酶的影响 毒理学杂志 2012/5期

30 吕锦芳
何首乌粗提物对小鼠部分抗氧化抗衰

老指标的影响
畜牧与兽医 2012/7期

31 吕锦芳
当归对肝损伤模型小鼠部分糖代谢指

标的影响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2/6期

32 姜锦鹏
脱氢表雄酮对鸡脂质代谢的调节与抗

氧化作用的研究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2/1期

34 姜锦鹏
实验性鸡脂肪肝出血综合征模型的建

立与评价
中国实验动物学报 2012/3期

35 靳二辉
冷应激环境下补充维生素C对小鼠血清

生化指标及部分内脏器官的影响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6（4）

36 靳二辉
IL-35及其免疫调节作用与妊娠免疫耐

受的关系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6（6）

37 胡忠泽 决明子对鸡蛋胆固醇含量的影响 安徽科技学院 2012/3期

38 胡忠泽
姜黄素对肉鸡体内抗氧化酶活性及NO

含量的影响
饲料研究 2012/8期

41 李如兰
谷氨酰胺对热应激肉鸡生长性能和小

肠形态结构的影响
黑龙江畜牧兽医 2012/2期

42 华金玲
水稻秸青贮对反刍动物甲烷排放的影

响
东北林业大学学报 2012/07期

43 华金玲
水稻秸整株青贮对荷斯坦奶牛生产性

能的影响
中国兽医学报 2012/07期

44 华金玲 苜蓿绿汁发酵液发酵条件优化的研究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2012/06期

45 朱元召
低蛋白质日粮预混料对猪生长和消化

的影响
饲料研究 2012/2期

46 朱元召
低蛋白质日粮型预混料对猪血清生化

与氨基酸的影响
中国农学通报 2012/20期

47 刘德义
热应激对奶牛的影响及其调控研究进

展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2/2期

48 刘德义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校企合作模式探

讨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2/5期

49 杨晓宁
微博影响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2/3期

50 杨晓宁
论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学习动机激发

与学风建设的结合
赤峰学院学报 2012/13期

51 杨晓宁
自媒体时代培养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探

究
科教导刊 2012/8期

52 杨晓宁 高校辅导员转岗问题分析 科技信息 2012/22期

53 杨晓宁 提高大学生安全教育课实效性的探索 科技信息 2012/18期

54 程郁昕
奶牛乳房线性性状主成分坐标图的绘

制及分析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2/26(4):4-
7

56 陈会良 兔脑原虫病的研究进展 中国畜禽种业 2012/3

57 陈会良 中药镇痛有效成分的研究进展 安徽科技学院学报 2012/3

58 宋学成 高热病猪临床血液肌酐检验与分析 畜牧与兽医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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