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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延庆区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地处北京上风上水,是北京重要水源地,也是北京的生态涵养发展区
和生态屏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区制定“生态优先,环境立区”的方针,大力进行生态建设。对
于污染水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畜牧业严格限制。只有一定规模一定条件的养殖企业才可进行建设经营,
中小型养殖场、家庭养殖大多关停,有机肥减少,外购有机肥种地成本增加,致使种植户使用有机肥减少,
化肥使用增加,造成土壤板结,地力下降,农作物种植方式老旧传统,单产低,农民收入少,种田没有积极性。
但是市场对主栽品种玉米、大豆需求逐年增加,这就需要根据延庆现有的实际情况,改变这一现状。结合
本人实际工作,近些年开始深入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通过几年的实践,对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技术有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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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rn-soybean Compound Planting Technology in Yanqing District
Guiyun Wang
Bureau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Yanqing District, Beijing Municipality
[Abstract] Yanqing District is located in the northwest of Beijing. It is located in the upwind and Sheung Shui
of Beijing.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water source in Beijing, but also a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development
area and ecological barrier in Beijing. Since the 1980s, our district has formulated the policy of "giving priority
to ecology and establishing the district with environment" and vigorously carried out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imal husbandry that polluted water sources and destroy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en strictly limited.
Only breeding enterprises with a certain scale and conditions could carry ou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ost
small and medium-sized farms and family breeding have been closed. The organic fertilizer has been reduced,
and the cost of planting land with purchased organic fertilizer has been increased, leading to the less use of
organic fertilizer by growers and the increase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 resulting in soil hardening, decline in soil
fertility. The old and traditional crop planting methods cause low unit yield and make farmers have low income,
resulting in farmers' lack of enthusiasm for farming. However, the market demand for the main varieties of corn
and soybean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which needs us to make a change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situation of
Yanqing. Combined with personal actual work, in recent years I began to go deep into corn-soybean strip
compound planting. Through several years of practice, the strip compound planting technology of corn and
soybean has been studied.
[Key words] corn-soybean; strip compound; plant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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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解决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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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大豆带状间作,两作物同时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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