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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我国农业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进行玉米栽培时,新技术的合理应
用具有重要的价值,相关人员需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合理优化病虫害防治工作,确保能够对病虫害进行
更为有效的防治,避免病虫害问题的进一步扩大,进而保障能够有效提升玉米种植效果,本文首先分析玉
米栽培技术,然后综合探究防治病虫害的具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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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orn cultivation technology and pest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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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th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s of great value in corn cultivation.
Relevant personnel need to make in-depth analysis and optimize pest control work reasonably, so as to ensure
more effective pest control, avoid further expansion of pests and diseases, and further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corn planting effec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corn cultivation techniques, and then
comprehensively explores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pest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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