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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农业进步的步伐不断加快、迈大,农业事业也一直在寻找着新的突破口,致力于实现农业发
展的新跨越。农机农艺二者之间相互协作,恰好满足当今农业发展形式的需求,使农民在种植时,劳动效
率大幅度提高,进而所取得的经济效益也是令人欣慰的。据此,如何加强农技推广促进农机农艺结合便是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文章通过阐述农机农艺二者之间相互协作对农业发展的推动意义,而后提出加强
农技推广的具体措施以及促进农机农艺结合的相关策略,助力农业发展开拓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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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trengthe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opularization and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Agr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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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ng pace of agricultural progress, agriculture has been looking for a new
breakthrough and committed to realizing a new leap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agronomy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just to meet the needs of today'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orm, so that
farmers can greatly improve their labor efficiency when planting, and the economic benefits obtained are also
gratifying. Therefore, how to strengthen the popular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agronomy is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of this paper.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mutual cooperation between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agronomy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n puts forward specific measures to strengthe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and relevant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combinatio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agronomy, so as to
help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open up a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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