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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也是农产品的消费大国,在诸多粮食作物中,玉米是我国种植的主要
粮食作物之一。玉米产量和质量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仅能够保证人们的生活所需,更是维护社会稳定和
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如何提高玉米的产量和质量是当前农业工作者需要探索和实际工作需
要解决的问题。在玉米种植过程中,影响其产量的主要因素是相应的种植技术水平。基于此,文章就玉米
种植技术及其推广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 玉米；种植技术；推广
中图分类号：S22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Maize Planting Technology and Promotion
Ying Jin
Langhot Cit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Station
[Abstract] China is a big agricultural country and a big consumer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mong many grain
crops, corn is one of the main grain crops planted in China. Corn yield and quality occupy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not only to ensure people's living needs, but also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how to improv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corn is the problem that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workers need to explore and to solve in practical work. In the process of corn planting,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its production is the level of planting technology.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technology of corn planting and its popul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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