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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种植技术推广应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刘海霞
渊山东省庆云县土壤肥料站袁山东庆云 253700冤

摘要 玉米种植在我国农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袁随着国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袁对于玉米种植技术的创新
发展和技术提高有了新的要求遥推广应用先进玉米种植技术袁应该通过全面的应用来提高发展水平遥种植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能够保障玉
米产量的不断增加袁增加农民的收入遥本文分析了玉米种植技术推广应用存在的问题袁提出了玉米种植技术推广应用的对策袁以期为种植
户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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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种植经济全面发展过程中袁政府对于野三农冶发

知识培训遥在先进技术推广过程中针对玉米种植中涉及的

展中存在的问题尤为重视袁为了进一步实现农业经济发展目

所有技术操作进行专业的操作示范袁包括种子管理尧试验示

标袁应该对农业种植经济发展过程中种植机械化应用水平

范尧质量监督管理等曰对于不同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袁进行分

不高的问题进行解决袁同时对种植技术应用水平差的问题进

层次尧分批次培训袁保障在培训中达到较强的专业性和实用

行集中解决遥在种植经济发展状况之下袁玉米种植技术的提

性遥在玉米种植中对于优良种子的推广应该加强宣传袁并

高和新型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确保农村经济快速繁荣发展遥

对相关推广人员进行有关种子专业知识的培养袁通过对种

1 存在的问题

子基础知识的学习来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袁规范服务

1.1 整体种植技术水平落后

能力遥其次袁在先进玉米种植技术培训制度方面也应该进行

中国种植业发展速度一直很快袁但是作为种植业大国袁

不断的完善遥通过对制度体系的发展完善袁来规范先进种

在农业种植技术发展上却存在着一定的落后性曰同时在中国

植技术推广中技术的有效应用遥同时对于农业种植技术推

农业发展过程中袁我国用 7豫的土地养活了 21豫的人口袁农

广机构和种子经营机构袁应该加强这类经营中市场的准入

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遥在农业发展中袁对玉米种植产

门槛袁使农业种植发展服务机构中能够有一批专业化的技术

量的提高有很高的要求遥玉米种植方式上袁以小农模式进行

人员来开展推广和宣传工作[4]遥

种植占据着种植方式的首要位置袁玉米种植主要依靠传统

2.2

建立新技术种植补助袁保障农民权利

种植方法进行袁导致产量低袁同时种植发展对土地利用率极

在农业种植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之下袁玉米种植先进技术

低遥基于玉米种植面临的情况袁应该通过改进种植发展模式袁

得不到有效推广和应用袁主要原因是在新技术的应用上袁农

提高种植技术含量袁来提高玉米种植产量和增加农民收入[1]遥

民对技术应用的效果有很大质疑袁同时考虑到新技术的推

同时在玉米种植中采用先进技术袁对于玉米种植中提高土

广使用能否切实提高自身的利益遥因此袁为了保障农业发展

地利用效率也有很大的帮助袁应用先进的玉米种植技术在一

中玉米种植新技术能够得到有效推广和应用袁就应该建立

定单位的土地面积中能够种植更多的玉米袁使玉米种植中土

起全国性和省级农作物新品种选育补贴制度袁保障农民在

地利用率进一步提高遥在种植技术应用中袁由于技术应用产

玉米种植中应用先进的技术袁能够实现应有的经济效益遥在

生了良好的效果袁就会对玉米先进种植技术应用推广起到

补贴和扶持方面袁资金应该主要用于新品种的选育和之后

很好的推动作用 遥
[2]

1.2 种植经济效益有待提高

的补贴工作曰同时在补贴类型上应该设置升级补贴袁对于一
些大面积种植中利用先进的种子和种植技术的种植户应该

在农业经济发展中土地种植产生的收入依然是农民主要

给予升级补贴的保障曰并且在玉米种植先进技术的推广和

的收入来源袁在传统的种植方式影响下袁导致玉米种植抵御自

应用方面袁应该对专利新品种价格和普通种子的价格进行统

然灾害的能力较差袁在种植方面如果遇到了极端的自然环境

一袁使农民能够放心使用新技术进行玉米种植遥

和自然灾害袁农民的收入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保证遥在种植发

3 结语

展中袁推广和应用先进种植技术能够很好地提高玉米对于自

玉米种植在全国的分布范围较广袁同时玉米作为一种

然灾害的抵御能力袁提高玉米产量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遥通

重要的粮食作物袁种植质量的优劣和种植中单位面积产量

过技术途径来增加农民收入袁防范玉米种植中存在的风险[3]遥
2 对策

2.1 提高技术推广员素质袁加强服务意识

的多少袁都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袁农业经济
的有效发展对于促进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遥在玉米种植
中袁对先进的种植技术进行普及是提高玉米产量的重要手

在种植技术推广中涉及的推广机构有农技推广站和良

段袁同时在种植中积极采用先进的种植技术能够有效解决粮

种推广站袁在推广过程中应该加强推广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

食问题袁提高粮食供应安全帮助农民提高收入遥在农业经济

水平和工作责任心袁以提高先进玉米种植技术的有效推广遥

发展过程中切实解决好野三农冶问题袁应该从问题的关键影

首先袁应该对专业的玉米良种推广人员进行定期的专业化

响因素入手解决遥对于农业发展新阶段先进技术的推广应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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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冰等院适用旱地麦要豆轮作模式下的高效种养技术探析
持力度袁要积极培育和延伸产业链袁强化市场监管袁规范市
场流通袁实现旱地现代农业创新式尧跨越式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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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白色袁薯块品质较软尧味淡遥专用于采摘茎叶种植遥

2.26 本地香薯

3

该品种与阳江妹甘薯极相似袁株型半直立袁中长蔓袁蔓
粗中等曰成叶心齿形袁叶片大小中等袁顶叶尧成叶均为绿色袁
叶主脉尧叶侧脉尧柄基色尧脉基色均为绿色袁叶柄尧茎为绿带
紫曰薯块下纺缍形袁薯皮红色袁薯肉白色曰蒸煮熟后又粉又
香袁口感味道特别好曰鲜薯平均产量 18 788.1 kg/hm 遥
2

2.27 广菜薯 5

该品种株型半直立袁苗期生势较旺袁中蔓分枝较多曰顶
叶绿色袁叶尖心形带齿袁叶脉尧茎皆为绿色袁茎尖无茸毛曰薯
形纺锤袁薯皮白色袁薯肉白色曰幼嫩茎尖烫后颜色为绿色袁略
有香味和苦涩味袁微甜袁有滑腻感曰薯块食味淡袁无香味袁以
食叶为主遥
2.28 福薯 18 号
该品种株型半直立袁短蔓曰叶心带齿形袁顶叶尧成叶尧叶
脉尧叶柄和茎均为绿色曰茎尖无茸毛袁烫后颜色绿袁微甜尧有
香味袁无苦涩味袁有滑腻感曰薯形纺锤袁薯皮白色袁薯肉白色遥
2.29 福薯 7-6

该品种株型半直立袁短蔓袁单株分枝 10 个左右曰顶叶尧

成叶尧叶脉尧叶柄和茎蔓均为绿色袁叶脉基部淡紫色袁叶片心
脏形曰茎尖绒毛少袁颜色翠绿袁食味清甜袁无苦涩味袁适口性
好袁煮熟后保持绿色时间长曰薯块纺缍形袁薯皮粉红色袁薯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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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在的问题

一是从工作上看袁对 2018 年的高产示范有畏难情绪袁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 表明袁 产 量 最 高 的为 四 季 红 袁 平 均 产 鲜 薯

37 500 kg/hm2袁主要缺点为株蔓高尧容易倒伏曰其次是福薯
604袁平均产鲜薯 35 835 kg/hm2袁主要缺点为丝多尧口感一般曰

产量高尧食味佳尧值得大面积推广的品种主要有广薯 87渊产量

33 450 kg/hm2冤尧普薯 32 号渊产量 31 905 kg/hm2冤尧广薯 79 渊 产
量 30 465 kg/hm2冤曰产量较高的 2 个品种湛薯271尧紫罗兰袁

可根据个人食味和用途适度推广曰其他产量一般尧蒸煮熟后
又粉又香尧口感味道特别好的品种袁如阳江妹渊面包王冤尧本
地香薯袁可根据实际需要小面积种植曰广薯菜 5 号尧福薯 76袁薯块食味淡袁无香味袁以食叶为主袁可用于采摘茎叶种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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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控失缓释肥应增加分蘖肥渊主要是氮肥冤袁而实际上分
蘖期的氮肥没有相应增加袁造成低节位的大分蘖减少曰水育
秧由于秧苗素质差袁应该相应增加基本苗袁而实际上基本苗

工作上抓得不紧遥如盲目施用沼液导致出现僵苗尧死苗现

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遥

象曰灌浆期出现灌水不及时土壤过干现象曰施肥不均匀导致

4

水稻生长不平衡曰插种季节把握不牢袁造成秧龄过长问题等遥
这些问题的存在袁均影响了高产创建遥二是从技术上看袁尽
管所采取的一些新措施都具有探索性袁是一些新的尝试袁但
缺乏的是相应配套技术的综合应用袁如推迟播种应该更重视
促早发袁而实际上促早发技术没有相应跟上曰推迟播栽应
该相应提高基本苗袁而实际上基本苗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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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袁应该积极地对推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解决袁在问题
解决过程中还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袁保证粮食生产安全袁
促进农业经济繁荣发展[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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