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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经济与科技稳定发展的背景下,农业产业结构得到了有效调整与优化,为农业经济增长
打下了良好基础。因此在开展玉米种植过程中,为了能够提高其整体质量与产量,不仅需要注重品种选择
与田间管理,同时需要充分认识到先进种植技术的重要性,并制定针对性病虫害防治对策,避免玉米受病
虫害的影响而无法提高产量与质量。不仅如此,农业米种植过程中还需要分析各个区域环境与气候情况,
从而能够运用针对性种植方案来减少不利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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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een effectively adjusted and optimized, which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maize plant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yield,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election of varieties and field management, but
also to fully recognize the advanced planting technology, and formulate targeted pest and disease control
strategies to prevent corn from being affected by pests and diseases and unable to improve yield and quality.
Moreover, in the process of planting corn,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of each region,
so that targeted planting schemes can be used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advers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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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科技的总

影响,比如光照水分和土壤表面热度的变化会导致玉米颗粒的

体发展态势相对较好,特别是经过不断的改革创新,现有的农业

生长情况和质量,除此之外,当地的降水量也会影响玉米生长状

科技逐渐成熟。玉米高产栽培技术与病虫害防治措施相结合的

况和产量,在雨季汛期,过度的降水会淹掉玉米颗粒,使其无法

应用,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提高玉米的品质和产量,而且可以实现

呼吸,无法生长,大大降低了玉米的产量,因此,只有适当的降水

各种病虫害的有效防治,促进玉米种植者的经济效益增长。水是

量才能保证玉米生长的良好,作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夏

生命之源,食乃生命之根,民以食为天,文景帝重农桑,我国1959

两季昼夜温差较大,并且降水量极少,由于地区气候大部分处于

年至1962年发生了将近三年的旱灾,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无不在

干燥状态,所以在种植玉米时,要选择降雨集中时进行播种,并

告诉我们粮食的重要性,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民的人口大国,粮

且选择颗粒饱满水分充足的玉米粒,这是因为在气候干燥,的条

食更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加之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的生活

件下选择水分饱满的颗粒会较大程度减少干燥气候带来的影响,

水平越来越好,对粮食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只有实现了粮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将玉米种子浸泡在农作物生长剂以及充

食自由,人民才会自由,人民的精神才会更旺盛,本文着重于讲

满生长营养液的器皿中,创造一个适宜种子生长,符合气候干燥

解玉米高产种植的技术,以及防止病虫危害的措施。

条件的生态空间,这样可以创造阳光充足,水分适中,光照覆盖

1 玉米高产种植技术分析

面广的实验基础。这种实验操作适用于种子发育前期的培养。根

1.1选择与气候相符的良种

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再选择饱满水分充足的种子时,

玉米种植产量的多少,与气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气候的变

需要将其中干瘪颗粒小的玉米粒选择出来处理掉,以免影响其

化,导致光照覆盖面、土壤水分、土壤表面热度均有一定程度的

他种子的生长情况。在以上方法的使用情况下,玉米产值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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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不论是质量,或是数量,都有明显的提升,这说明选择与气候
相适应的玉米种子是绝佳的选种方法。

2.1病虫害防治要得到种植用户的重视
其中比较常见的玉米病虫害有黑粉病、大斑病以及玉米螟。

1.2品种选择与田间管理技术要点

而且,每一种病虫害的类别与影响各有不同。因此,在实际开展

首先,玉米高产种植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就是玉米

病虫害防治的过程中,需要具体分析当地区域玉米种植主要病

的品种问题。玉米的品种问题决定了玉米生长的质量、防治病

虫害影响类别,从而能够制定针对性处理方法。首先,针对玉米

虫害的能力等。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地理环境因素,玉米品种也

黑粉病,要想降低其对玉米种植的影响,需要合理的运用肥料,

有不同的选择,选择更加优质的品种,比如干旱地区就要选择抗

确保玉米有充足的水分,从而能够提高黑粉病防治的效率,避免

旱的品种,这样才能保证发芽率高,玉米幼苗更加容易存活。其

玉米在正常生长期间受其影响。其次,由于玉米大斑病主要影响

次,种植周期与田间管理对玉米高产种植也有很大影响,不同地

玉米的叶片,使得玉米叶片出现逐渐发黄以及枯萎的现象,而且

区的季节温度不同,不同的温度对于玉米的播种期有很大的影

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将会持续蔓延。因此,针对这种玉米大斑病

响,温度过低时播种会导致玉米的发芽率降低,玉米幼苗不容易

的治疗时,种植用户需要及时将受其影响的叶片摘除,利用农

存活下来。所以,不同年份气候下要确定不同的播种日期,以提

药进行喷洒杀菌,合理清除,避免出现蔓延而影响防治效果。

升玉米的出苗率。 田间管理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播种时,要确

最后,针对玉米螟防治来讲,其作为虫害,可以合理的引进赤

定玉米种植的密度,玉米植株之间种植过于密集的话,照光率会

眼蜂以及玉米螟天敌,从而能够减少玉米螟数量,提高病虫害

降低,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所以不利于玉米植株的正常生

防治的效率。总之,在对玉米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必须要注重科

长。第二,种植过于密集,植株之间通风性较差,不易通风的生长

学防治方法的运用,尽可能降低农药的使用,避免药物残留影

环境不利于植株的生长,容易引发玉米植株的发热病等,降低玉

响玉米整体质量。

米的总体产量。此外如果田间管理不当,种植密度过低,会增加

2.2加强种植户增长病害知识

玉米种植的成本,土地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玉米产量也不会得到

农作物的种植更加讲究质量效益与经济效益,农作物病虫

有效提高。所以,要做好玉米种植的田间管理工作,不能种植过

害传播要比普通农作物少,病虫害传播水平降低,产量较普通农

于密集或者过于稀疏等。也要保证在玉米种植时,提供积极的营

作物品种的产量也要有所提升,所以农产品种植户的收益有所

养管理,给玉米做好营养供给工作。

增加,玉米想要高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种植玉米植株的技术,

1.3注重品种与播种地块选择

以及对玉米的病虫害防治等技术,病害跟虫害不同,要选择不同

虽然玉米具有有一定的适应能力,但是在实际种植的过程

的防治方法。其中,玉米生长过程中病虫害主要有大斑病、病毒

中,要想全方面提高其产量与质量,需要高度重视品种以及地块

病、锈病、玉米螟、玉米黏虫、玉米蚜虫等。大斑病、病毒病、

选择。其中,针对品种选择,需要分析各个区域的气候与环境情

锈病等都是玉米生长过程中的植株常见病,种植农户要增长病

况,并合理的选择品种,同时需要保障其具有一定的抗旱性与抗

害知识,及时分清是何种病害,弄清病因,及时防治,就能取得很

病虫害性,从而能够高效的适用于当地,避免受多种因素影响而

好的效果。

无法正常生长。而针对地块选择来讲,应该尽可能选择地势平

比如“大斑病”,主要先发生于玉米叶片处,发生“大斑病”

坦、土质疏松的区域,这样能够为后期肥水管理工作提供有力帮

后,玉米的叶片会出现一些灰色的小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斑

助,确保玉米能够吸收充足的水分与养分,并提高玉米整体质

点慢慢从灰色小点变为黄褐色的大斑点。若发病季节是潮湿、

量。要想保障玉米种植的高产,不仅需要合理的选择品种与地块,

湿润的气候,那么会在叶子上产生一些霉状物,这些霉状物会影

同时还需要重视耕地与播种工作。因此,在播种前需要合理的开

响玉米植株的正常生长,最终玉米叶子会发霉腐烂,不再健康生

展耕地工作,确保耕作深度在15~30厘米之间,而且部分区域土

长。所以,“大斑病”的防治很重要。目前,主要防治是要选择

层相对较浅的需要每一年到两年进行一次深耕,这样能够提高

抵抗病害能力强的玉米品种,可以通过多次翻晒土壤进行杀菌,

地块土质,确保其能够适用于玉米种植,为玉米带来优质的生存

用来减少土壤中病菌的含量,那么"大斑病"的发病率会大大降

环境。与此同时,在整地时还需要合理的施加肥料,从而保障土

低。种植者在发现大斑病时,及时进行清理,发病叶片及时清除,

壤的内部营养。通常来讲,每亩地可以使用2000~5000千克的农

便不会传染到其他的玉米叶片,种植者在种植过程中要仔细观

家肥,并适当的掺加10~30千克的硫酸钾以及10~30千克的尿素

察,防微杜渐,要做好日常玉米植株管理,在病虫害严重时,有必

等相关肥料,同时需要确保肥料能够有效的混合。而在玉米播种

要运用化学防治的方法,要及时喷洒低毒性、高效果的农药进行

时期,则需要测量地表温度,尽可能选择在4月中下旬进行玉米

治疗,让玉米植株健康成长等。对于玉米螟、玉米黏虫、玉米蚜

播种,这样能够确保玉米正常生长,避免受环境影响而无法提高

虫的虫害防治也是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些都是玉米生长过程中

玉米质量与产量。除此之外,在播种时还需要注重每亩地玉米种

的植株常见虫害,种植农户要增长虫害知识,及时分清是何种病

植数量,确保其密度符合玉米种植标准,从而能够确保出苗率,

害,弄清病因,及时防治。比如,在玉米蚜虫严重时期,玉米大面积

提高玉米的生存能力。

死亡,为了挽回损失可在心叶期在玉米的心叶中使用药物进行防

2 玉米高产种植病虫害防治对策分析

治,比如辛硫磷颗粒剂等,使用这些药物很好地消灭玉米蚜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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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玉米螟与玉米丝黑穗病

次。生物防治是玉米病虫害防治中的一种绿色防治措施,不会对

蝗虫和玉米螟是农作物生长阶段的天敌,尤其是玉米螟,可

环境造成污染。主要形式是昆虫防治和细菌防治。其中,害虫防

以轻松地侵入到玉米果实之中,将其啃食干净,造成玉米质量和

治就是利用玉米害虫的天敌进行防治,减少害虫的基数,降低对

数量大幅度骤减。因此,农业种植人员应该在冬季把玉米螟的虫

玉米的危害程度。

卵剔除干净,避免其来年继续啃食玉米果实,造成不良的影响。

例如；对于玉米螟,赤眼蜂在产卵和繁殖时可以放在田间,

除此之外,可以采取不伤害玉米果实的方法喷杀虫剂进行消杀。

以达到防治效果。赤眼蜂用于防治玉米螟等害虫时,应合理控制

在种植玉米期间,有时会发现玉米出现黑穗现象,而黑穗病会影

释放密度,避免过度释放破坏生态平衡。除天敌外,生物制剂对

响玉米的整个生长过程,并且黑穗病是有转移现象,一株得病会

玉米螟也有很好的防治效果。白僵菌可在玉米螟卵潜伏期或玉

影响周围很多株的玉米生长,不仅仅会使得玉米停止生长,而且

米果实发育期进行防治。

会使玉米的包身叶子颜色晦暗。对于这种情况,应该从源头解决
问题,在选种的时候,要选择那种免疫力强,抗毒性强的种子,通
过这种源头处的加固,有效的防治玉米丝黑穗病。

3 结束语
作为我国的重要农作物种植种类之一,玉米为我国的农业
生产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促进我国的农食品稳定发展,但在玉

2.4田间诊断

米种植过程当中,产量和质量都会影响经济效益和粮食安全,因

玉米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可以合理应用田间诊断技术,根据

此需要相关的种植人员加强对种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的工作,

诊断结果为选择防治措施提供详细可靠的依据。在玉米病虫害

结合实际种植的环境和情况,针对性的对不同生长阶段和不同

高发季节前,要经常到田间检查,通过观察植物的各种症状,判

的病虫害采取措施,从而进一步促进玉米种植,稳定高产发展。

断哪些病虫害是引起的,制定合理可行的防治方案和对策,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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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防治田间病虫害时,应定期更换池水,一般每3~5天更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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