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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机农业种植技术是指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利用有机肥满足作物需求,采用物理原理对植物
病虫害进行控制的先进技术,将其运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不仅能有效地解决现代农业中因农药化肥大量
使用造成的环境污染、土质下降等问题,更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天然无污
染的有机食品,促进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当前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环保意识的增强,
有机农业在国内市场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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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Methods and Measure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Planting Technology
Yonghong Li
Government of Yong 'an Manchu Town in Beilin District, Suihua Ci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Abstract] organic agricultural planting technology refers to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that uses organic fertilizer
to meet crop needs and uses physical principles to control plant diseases and pests in the process of crop planting.
Its application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soil degradation caused by the massive use of pesticides and fertilizers in modern agriculture, It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outpu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vide more natural pollution-free
organic food for the society,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organic agriculture has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 the domestic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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