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学
Agricultural Science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78 /（中图刊号）：650GL004

优质水稻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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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稻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我国种植面积十分广阔,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主食,水稻种植分布在我国南部和北部。随着农业科技人员对优质种植技术的不断深入研究和分析,
我国优质水稻种植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为了保证优
质水稻的种植,有必要对栽培技术要点进行分析研究,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有效的病虫害防治措施。
本文就优质水稻栽培技术进行分析,并就其病虫害防治进行探讨,以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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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of high-quality rice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s and pests
Ying Jin
Ulanhot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tation
[Abstract] Ri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ood crops in our country. The planting area in our country is very
wide, and it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staple food in people's daily life. Rice cultivation is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 and north of our country. With the continuous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high-quality planting
technology by agricultural scientists and technicians,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rice planting in my countr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rich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ric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key
points of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formulat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pest control measures 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high-quality rice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discusse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Keywords]high-quality rice; cultivation technology; pes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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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水利灌溉渠道施工技术要点浅析
杨玉红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金川水利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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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向来重视农业方面的发展,而今受诸多方面革新的影响,促使农业发展方面的相应环境也
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巨大变化,进而农业方面的建设工作也随之进入到了紧锣密鼓地开展当中。农业发展
方面,对其有所影响的因素是很多的,水资源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水资源相对短缺的
现实问题。现阶段农田灌溉传统的渠道多为土渠,既费水,又不能适时灌溉,由此衬砌这种施工技术便应
运而生,其良好防渗效果节省了大量灌溉水源。本文围绕农田水利中的灌溉渠道,探究其衬砌施工的相关
技术以及关键点。
[关键词] 灌溉农田渠道；农作用地水利；衬砌施工；技艺要点
中图分类号：S157.3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key points of irrigation channel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Yuhong Yang
Jinchuan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office, Yongchang County, Jinchang City, Gansu Province
[Abstract] China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now affected by
many innovations, the corresponding environment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has also quietly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and 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e has also entered the development in full force. In term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ffecting it, and water resources is the top prior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faces the reality of the relative problem of water shortage.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traditional
channels of farmland irrigation are mostly soil canal, which costs water, but not irrigation timely. Therefore, thi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emerged, and its good seepage prevention effect saves a large amount of irrigation
wate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rrigation technology and key points in the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Key words] Irrigation and farmland channels; water conservancy in agricultural areas; lining construction;
technical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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