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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肉牛和牧草研究中心（1983-2008）发表论文情况 
 

云南省肉牛和牧草研究中心（1983-2008）发表论文 419篇，其中：学术期刊 400篇，会

议论文 17篇，报纸论文 2篇。分别如下： 

1  中国知网检索“云南省肉牛和牧草研究中心”412 篇 
[1]钟声.盐碱地优良豆科牧草——草莓三叶[J].农家科技,2009(12):23. 

[2]尹俊,张泽军,徐祖林,王跃东,文际坤,邓菊芬,马兴跃.云南草业现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J].草业与畜牧,2009(04): 

46-50+62. 

[3]张继才,付美芬,杨国荣,王安奎,杨世平,黄必志,袁希平.牛副结核病的检测结果报告[J].中国畜牧兽医,2009,36(03): 

162-165. 

[4]和占星,亐开兴,袁希平,桑业华,马文张,张继才,李子良.凤凰山迁地保种大额牛的外貌特征及主要习性[J].云南农业大学

学报,2009,24(02):225-230. 

[5]张继才,付美芬,杨世平,王安奎,黄必志,袁希平,杨国荣.不同驱虫药及组合对 BMY 断奶犊牛体内寄生虫的驱除效果研究

[J].中国畜牧兽医,2009,36(02):114-116. 

[6]穆丽花,陈蕴,周自玮.沙打旺在昆明地区的引种栽培试验[J].草业与畜牧,2008(11):22-24. 

[7]黄梅芬,和占星,奎嘉祥,郑毅,周自玮,薛世明,林克惠.云南湿热地区距瓣豆的铜、锌和锰营养[J].草业学报,2008(05): 

92-103. 

[8]高静,黄梅芬,钟声,马凯恒.野生鸭茅与栽培品种杂交后代农艺性状初步研究[J].种子,2008(09):80-83. 

[9]余梅,毛华明,赵刚,苏会银,张勇,黄必志.不同日粮组合对杂交肉牛生长性能的影响[J].云南农业大学学

报,2008(05):626-633. 

[10]周自玮,袁福锦,匡崇义,毕玉芬.云南德宏地区逸生狼尾草属植物的分类学鉴定[J].草地学报,2008(05):453-457. 

[11]曹振辉,杨兴章,黄启超,赵刚,谷大海,葛长荣,贾俊静.杂交改良对云南地方黄牛屠宰性能的影响研究[J].中国畜牧兽

医,2008(08):138-141. 

[12]叶瑞卿,袁希平,黄必志,张曦,金显栋,刘建勇.补饲能量蛋白饲料提高云岭山羊繁殖力研究[J].中国草食动

物,2008(04):6-11. 

[13]段新慧,钟声,奎嘉祥,周自玮.紫茎泽兰新型抑制剂的筛选[J].热带农业科学,2008(04):17-20. 

[14]黄梅芬,和占星,郑毅,奎嘉祥,周自玮.施硼对云南亚热带湿热地区距瓣豆生长的影响[J].热带农业科学,2008(04): 

26-31. 

[15]钟声,吴文荣,黄必志.云南乡土牧草资源及其开发利用[J].热带农业科学,2008(04):60-63. 

[16]叶瑞卿,黄必志,袁希平,金显栋,杨世平.白三叶种子生产关键技术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04):452-457. 

[17]匡崇义,王勃,徐驰,薛世明.威提特东非狼尾草种子生产技术的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04):458-461. 

[18]徐驰,匡崇义,苏会银,杨金勇,熊景发,马红,黄必志.云南巍山县青贮饲草品种筛选[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04): 

513-518. 

[19]叶瑞卿,袁希平,黄必志,张曦,金显栋,刘建勇.云岭黑山羊生长发育规律研究与应用[J].中国草食动物,2008(03):11-15. 

[20]余梅,毛华明,赵刚,马红,杨金勇,黄必志.巍山县肉牛常用饲料营养价值评定[J].中国草食动物,2008(03):29-33. 

[21]邓菊芬,黄必志.云南草种生产现状及发展思路[J].云南畜牧兽医,2008(03):35-37. 

[22]周自玮,袁福锦,匡崇义,毕玉芬.云南德宏地区逸生狼尾草的综合鉴定[J].中国草地学报,2008(03):110-114. 

[23]安清聪,金显栋,陈育枝,张曦,袁希平.不同蛋白质水平日粮对云岭黑山羊泌乳期生产性能的影响[J].中国畜牧兽医,2008 

(05):137-139. 

[24]亐开兴,和占星,张继才,赵刚.大额牛与婆罗门牛种间杂交的亲子鉴定[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03):339-342. 

[25]叶瑞卿,袁希平,黄必志,邹建华,张曦,金显栋,刘建勇.日粮能量蛋白水平与云岭山羊繁殖效应研究[J].云南农业大学学

报,2008(03):343-351. 

[26]叶瑞卿,黄必志,邓菊芬,袁希平,龙绍武,陈庆敏,樊心逵.云南岩溶地区不同草地利用方式的经济与水保效应[J].草业科

学,2008(05):1-9. 

[27]杨培昌,陈兴才,匡崇义,徐驰.楚雄州引种紫花苜蓿品种的研究初报[J].草业与畜牧,2008(05):4-7. 

[28]亐开兴,张勇,金显栋,和占星,杨国荣,袁希平,黄必志.婆罗门牛的种质特性及其杂交效果[J].云南畜牧兽医,2008(S1): 

60-61. 

[29]叶瑞卿,黄必志,袁希平,龙绍武,陈庆敏,樊心逵.坡地草带间距与水土保持效应研究[J].家畜生态学报,2008(03):80-85. 

[30]刘勇,金显栋,陈育枝,张曦,袁希平.不同能量水平日粮对云岭黑山羊泌乳期生产性能的影响[J].上海畜牧兽医通讯,2008 

(02):32-33. 

[31]钱林东,黄必志,袁希平,和占星,张自芳,王喆.不同 FSH 剂量对 BMY 牛超排效果的影响[J].云南畜牧兽医,2008(02): 

26-27. 

[32]朱柳梅,周自玮.施肥对白三叶生长发育和种子生产的影响[J].草业与畜牧,2008(04):20-22+27. 

[33]黄梅芬,奎嘉祥,徐驰,钟声,段新慧.紫茎泽兰的生态学研究概况[J].杂草科学,2008(01):1-5. 

[34]李再春,薛世明.滑草场建设、管理的理论与实践[J].草业与畜牧,2008(03):21-24+49. 

[35]叶瑞卿,黄必志,袁希平,龙绍武,陈庆敏,樊心逵.退化草地生态修复技术试验研究[J].家畜生态学报,2008(02):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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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刘勇,袁希平,陈育枝,张曦,金显栋.云南三个地方黑山羊品种生长发育规律的研究[J].上海畜牧兽医通讯,2008(01):36. 

[37]袁福锦,周自玮,许艳芬,黄晓松,罗在仁.栽种对象草生产性能的作用[J].草业科学,2008(02):73-76. 

[38]袁福锦,吴文荣,徐驰,艾有林,余永华,黄晓松,匡崇义,黄必志.中亚热带冬季牧草引种和混播组合试验[J].草业与畜牧, 

2008(02):18-20+31. 

[39]畅宁,刘国道,黄必志.4 个木薯新品种引种试种适应性研究初报[J].中国农学通报,2008(02):180-183. 

[40]周自玮,孟广涛,毛熔,毕玉芬.三种多年生牧草保水能力及土壤改良作用的研究[J].中国草地学报,2008(01):66-71. 

[41]周自玮,袁福锦,罗在仁,匡崇义,毕玉芬.德宏象草氮、磷、钾优化施肥组合试验[J].草业科学,2008(01):18-21. 

[42]和占星,朱芳贤,和协超,毛华明,张继才,王喆,杨世平,文际坤.脂肪酸钙对放牧肉牛超数排卵效果及雌二醇和孕酮水平的

影响[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01):73-78+83. 

[43]钟声,段新慧,奎嘉祥.紫茎泽兰对 16 种牧草发芽及幼苗生长的化感作用[J].草业学报,2007(06):81-87. 

[44]和嘉荣,雷衡,苏华伟,李春平,亏开兴.不同季节与年龄对肉鸽繁殖性能的影响[J].中国家禽,2007(24):38-39. 

[45]王喆,黄必志.奶水牛业发展的思考[J].中国草食动物,2007(06):54-56. 

[46]王喆,黄必志,袁希平,和占星,叶绍辉.超数排卵供体牛的选择研究[J].中国畜牧杂志,2007(23):10-12. 

[47]钟声,周自玮.盐碱地优良豆科牧草——草莓三叶[J].农村百事通,2007(23):44+85. 

[48]李石友,徐英,李琦华,段刚,梁应海,杨国荣.营养水平对牛肉品质的影响研究[J].中国畜牧兽医,2007(11):132-134. 

[49]刘建勇,昝林森,黄必志.BMY 肉牛育种性状的遗传参数估计[J].西北农业学报,2007(06):47-50. 

[50]安道渊,黄必志.几个青贮玉米品种在云南宣威的适应性研究[J].草业与畜牧,2007(11):5-8. 

[51]余梅,毛华明,黄必志,赵刚,苏会银,杨建勇.全株玉米青贮饲养肉牛最佳日粮组合模式研究[J].中国牛业科学,2007(06): 

25-29+37. 

[52]徐驰,杨培昌,陈兴才,薛世明,匡崇义.云南冬闲田种植的优良豆科牧草——楚雄南苜蓿[J].草业与畜牧,2007(10): 

61-62. 

[53]周自玮,段新慧,徐驰.紫茎泽兰作为反刍动物饲料的研究[J].草业与畜牧,2007(10):41-45. 

[54]周自玮,袁福锦,黄小松,罗在仁,匡崇义.施氮对象草分蘖数、株高、产量的影响及分析模型的构建[J].云南农业大学学

报,2007(05):714-718. 

[55]钟声,段新慧,奎嘉祥. 紫茎泽兰对 16 种牧草发芽及幼苗生长的化感作用[A].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中国热带作物学会

2007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中国热带作物学会:中国热带作物学会,2007:7. 

[56]和占星,和协超,张继才,黄梅芬,王喆,朱芳贤,赵刚,文际坤.全放牧婆罗门牛和 BMY 牛的超数排卵效果及激素水平比较

[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08):39-43. 

[57]钟声,黄梅芬,薛世明,罗在仁.播种期和播种量对 2 种冬性牧草生产和干物质产量的影响[J].草业学报,2007(04):9-14. 

[58]张继才,周绍强,张红高,莫文兴.羊的难产及助产方法[J].云南畜牧兽医,2007(04):30-31. 

[59]周自玮.利用 Excel 内部函数 LINEST 进行多元回归和多项式回归分析[J].草业与畜牧,2007(08):48-52. 

[60]王安奎,付美芬,张继才,黄必志,郑锦玲,杨国荣.不同粗饲料水平和补充脂肪对奶水牛采食量和泌乳性能的影响研究[J].

中国畜牧兽医,2007(07):17-20. 

[61]张继才,王安奎,付美芬,郑锦玲,王喆,杨国荣.摩本杂 F_1奶水牛繁殖性能研究[J].中国畜牧兽医,2007(07):142-143. 

[62]安道渊,黄必志.栽培技术措施对青贮玉米生物产量和品质的影响[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04):514-518. 

[63]张继才,王安奎,付美芬,王吉吉,杨国荣.奶水牛驯养报告[J].中国牛业科学,2007(04):56-60. 

[64]和占星,袁希平,张继才,和协超,亐开兴,何华川,黄必志.半野生大额牛的研究进展和保护利用现状[J].家畜生态学报, 

2007(04):101-105. 

[65]杨国荣,付美芬,王安奎,张继才. 摩杂 F_1 水牛第一胎泌乳中期奶营养价值评价[A]. 中国畜牧业协会.第二届中国牛业

发展大会论文集[C].中国畜牧业协会:中国畜牧业协会,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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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杨国荣,王安奎,付美芬,赵刚,张勇,袁希平,黄必志. 热带亚热带肉牛新品种婆莫云牛选育进展[A]. 中国畜牧业协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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