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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高产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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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玉米具有高营养、高产量的特点,与水稻和小麦并称世界三大种植作物,但是玉米的种植过程中
受到外界影响因素较多,尤其是病虫害会对玉米的质量产量造成较大影响,需要种植户在选地、整地、选
种、栽培等方面多加注意。同时,也要在灌溉和施肥管理中按照科学方法进行,改变传统玉米种植模式,
探索和创新优质化的玉米种植措施,既为自身创造经济价值,同时也为自身不断开阔市场和销路做好基
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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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yield Maiz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and Pest Control Points
Shan Yang
Qiqihar Agricultural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Inspection and Monitoring Center
[Abstract] Cor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nutrition and high yield, and is known as the world's three major
planting crops with rice and wheat, but it has many affected factors in the planting process, especially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quality and output, which needs more attention from farmers in
land selection and preparation, seed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arry out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ientific methods in irrigation and fertilization management, change the traditional corn
planting mode, explore and innovate high-quality corn planting measures, which not only creates economic
value for themselves, but also completes the basic work for itself to constantly expanding the market and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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