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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东省的农业系统每年以冬小麦和夏玉米为主。这种农业系统在山东的粮食生产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本文主要使用现场测试数据,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系统分析了
影响双麦玉米作物生产潜力的主要限制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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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High-yield Sustainability of Wheat and Corn Double Cropping
Farmland in Shandong Province
Hang Zhang
Fine Breed Test and Promotion Center, Zoucheng, Jining,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system in Shandong province mainly includes winter wheat and summer corn every
year. This agricultural system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ood production in Shandong. This paper mainly
uses field test data, combine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acroscopic analysis and microscopic
analysis. It analyzes the main limit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duction potential of double wheat corn crop
systematically,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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