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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米是日常生活中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不仅可以食用和制作各种食品,也能用于动物饲料的
加工因此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地都在积极推广玉米高产
栽培技术,尽管这项技术对于促进玉米产量的提升能够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此项活动并未得到有效开展,
所以本文认真分析当前玉米高产栽培技术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加以改进,以此来促进我
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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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Corn High-yiel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and Its Existing Problems
Mengchi Zhang
Fuyu Cit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Center, Songyuan City, Jilin Province
[Abstract] Corn is an important cash crop in daily life. It can not only eat and produce various foods, but also be
used for the processing of animal feed, therefore it has a very high economic valu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he high-yield corn cultivation technology is being
actively promoted everywhere, although this technology can play a huge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corn production. This activity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carried out, so this paper careful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the application of corn high-yiel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and improves them,
so a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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