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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机具被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并有效提高我国农
作物产量。结合当今实际情况来看,推广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农作物生产水平,还可
以降低农民的工作量,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其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构建新
型农业均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文章通过介绍农机管理的内容及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的推广
意义,并提出可以促进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推广的对策,以期能够为业内人士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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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agement and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machinery technology
Marhaba Yiming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tation in suburb Township, Emin County, Tacheng District, Xinjia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re and more new technologies and machines
are applied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China's crop yield.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actual
situation, the promo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echnologies and new machines and tools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crop production, but also reduce farmers' workload,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improve farmers' living standards.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new agricultur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tent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nagemen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mo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machine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that can promote the promo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machine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people in the industry.
[Key words]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New technology; New machines and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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