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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相关部门逐步重视公益性农作物试验鉴定工作。为进一步增强
公益性农作物品种试验的准确性,要根据实际情况收集相关的数据信息,健全试验管理网络,选好一些实
验场所,规避人为误差所导致的意外情况,实现品种的优化。本文主要针对公益性农作物品种试验鉴定工
作进行简要分析,以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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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y country's economy, the relevant state departments have gradual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experimental identification of public welfare crops. In order to further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non-profit crop variety trials, it is necessary to collect relevant data and information based on actual
conditions, improve the trial management network, select some experimental sites, avoid accidents caused by
human error, and achieve variety optimiz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brief analysis of the test and
identification work of non-profit crop varie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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