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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在农业种植中的应用
才 华 

（延边大学，吉林 延边 133002）

摘 要 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关乎农业经济的发展，能够保障粮食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而生物技术以绿色、无害、

无毒等优势在当前农业种植当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研究，不仅保证了农产品的安全性，还能促进现代农业的持续

性发展。基于此，本文从生物技术的应用价值着手，分析具体的应用情况，并提出相应的生物技术推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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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领域的发展都十分依赖科学技术，农业建

设也是如此。生物技术是生物工程当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即通过生物机体、组织、细胞和器官，以改造的

形式达到相关目的。其中不仅涉及生物学、细胞学，

还有遗传学等众多学科。将其应用在农业中，就是对

生物体进行改造，以提升农业生产力，增加农产品产

量及质量，从而促进农业实现高效化发展。为此，本

文认为极有必要对该技术在农业种植当中的实际应用

措施进行探究。

1 生物技术应用在农业种植中的重要价值

生物技术即应用现代生命科学，结合先进的工程

手段，对生物体进行改造，或者进行生物原料加工，

以给人类世界创造出大量必需产品。目前，它作为一

项发展极为迅速的高新技术，主要被应用在农业、医

疗、环保、生物加工等领域，在其不断创新发展下，

基因与细胞工程、生化工程等也有了很大进展和成果，

尤其是在农业种植方面的应用，有效满足了当下市场

对于农产品的需求，也因此成为未来解决资源、人口、

环境等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1]。

1.1 提升农作物抵御病虫害的能力

在进行农业种植时，遇到的核心问题就是病虫害。

一旦频繁出现，就会给农作物的健康生长带来巨大影

响，从而降低产量及质量。同时农户本身对于农作物

病虫害的控制认识不准，基本采用化学农药的措施进

行防治，再加上难以准确把握药物的使用量和时间，

整体上效果发挥并不明显。通过合理应用生物技术则

能有效解决该项问题，进一步提升抵御病虫害的能力，

降低化学农药的应用量，避免给农作物和其他自然资

源带来损害。

1.2 提升农作物产量及质量

在生物技术的作用下，降低原先农业种植过程当

中化肥农药的使用总量，尽可能确保产品本身质量，

同时还可以把遗传基因等相关技术应用在种植当中，

进一步提升种植生产的营养机制及总产量。例如在水

稻种植当中，通过该技术已经成功研制出了高分子育

种水稻，整体种植效果也十分显著。再比如转基因蛋

白玉米，不但能提升产量，产品中还富含蛋白质以及

赖氨酸，能有效满足当前人们对于营养的需求。

1.3 增加农业发展经济效益

农业是生物技术应用的重要产业之一，将其作为

核心的农业技术发展是为了有效维护食品安全及经济

安全的关键所在。目前农业生物技术已经成为当下社

会发展中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但能创造出良好的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还能为解决世界粮食问题、环

保等做出贡献。例如国内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就获得

了 9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也打破了国外对此的垄断。

2 生物技术在农业种植当中的具体应用分析

2.1 组织培养技术

该技术是指在无菌环境当中，通过生物细胞本身

的全能性特征，选用根、茎、叶的一小部分，培养出

整个植株 [2]。这里的无菌是指组织培养过程中应用到的

器皿、培养基、培养材料以及整个操作过程都没有细菌、

真菌与病毒。在此作用下，不但能全面提升农作物本

身的繁殖和发育能力，由于是无菌操作，因此还能有

效预防成长当中病虫害的出现。所以，目前这一技术

在农业种植领域应用十分广泛，更是业内最为看好的

技术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该技术在实际应用当中，

必须注意环境的无菌性，还要控制好温湿度、阳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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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生长的必要条件，不然则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另外，还要将整个培养环境的 pH值、渗透压等控制好，

减少变异情况产生。该技术最大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可

以实施大规模人工培育或者是工厂化生产，比如目前

市场上的反季蔬菜和水果，很多都是应用了组织培养，

有利于强化农作物本身的生产价值以及社会效益。具

体落实时，应特别重视好外植体变褐的问题，一旦发现，

还必须实施严格控制与处理，并及时更换成健康的培

育组织，以确保最终的培育效果 [3]。

2.2 转基因技术

该技术即是在特定的技术条件下把分离出的 DNA

分子通过剪切、拼接和组合，使 DNA分子在发生变化

之后，将其导入相应的作物基因之中，以改变作物性

状。目前其在多个领域中都有所应用，但农业生产领

域最为典型，就是把某类农作物身上良好的基因转移

到另外一类农作物身上，促使其实现高产化和优质化。

其原理就是改造和重组生物基因，具体开展时要先提

取人工合成基因片段，再将其转入需要重点培养的农

作物当中，使两者的基因相互结合在一起，然后再选

育，最终得到表现特征最为稳定的遗传性生物体 [4]。所

以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流程就是对单个受体细胞实施单

独培养和诱导，使其变成一个新的完整个体，再对其

中摄入目的基因和性状表达的具体情况实施检测。将

其使用在农作物种植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比如种子储藏蛋白基因等都是目前最常用的基因分析，

不仅能促进农作物实现高效化生长，还能促使农业领

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现阶段，还有很多具有优良性状

的基因被挖掘出来，未来该技术在农业生产之中的应

用势必会更加广泛和高效。

2.3 生物农药技术

该技术即借助生物本身所具备的新陈代谢特征去

杀死病虫害。具体是应用生物体当中的真菌与细菌，

或者是其代谢物当中的信息素等内容，有效杀灭有害

物。它并不同于以往使用的农药。原先的农药主要是

化学农药，虽然可以有效杀死细菌和杂草，但也会给

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影响。而该农药本身不会给环境

带来损害，可以在保证杀灭病虫害的基础上，确保自

然环境以及农作物不受化学药物影响，有利于实现农

业的持续性发展，实现农业绿色化 [5]。在实际制作过程

中，可以通过微生物实施大范围生产，具体则是给微

生物当中导入需要的生物基因，借助其基因生产过程

中必需的药物实施工业化生产。不仅能够有效减少生

产支出，还能降低生产难度，使原本生物农药材料来

源的问题得到全面解决。比如棉铃虫作为棉花中的一

类常见虫害，如果应用大量化学农药防治，不仅难以

完全根治，还会给棉花质量和产量带来影响。而在生

物技术的作用下，从非洲毒蝎当中提取出的毒素就可

以制作成对抗棉铃虫的生物农药，使用之后虫子会马

上掉落，并在两天之内死亡，不仅不会给棉花带来不

良影响，还能起到防治虫害的效果，整体防治效果十

分显著。虽然该技术优势众多，但很多药品材料都需

要从生物组织中进行提取，再加上提取难度大，就导

致成本较高，影响全面普及，因此则可以尝试在微生

物细胞中导入所需的生物基因，来使微生物可以自行

生产生物农药，从而制作出相应的药品材料，在降低

成本的同时实现大规模生产。当前生物农药在农业种

植过程中的应用范围并不大，但相信在后续随着其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它将会代替化学农药，成为农

业生产过程中的核心要素，被广泛应用到农业种植生

产之中。

2.4 杂交育种技术

该技术和转基因技术相比，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整

体操作十分便捷，能够有效控制生物体细胞当中的同

一类遗传因子，使其遗传因素不发生彼此融合的现象。

以此为基础再展开后期配种优化，能使遗传因素被分

离，并遗传给下一代。将其应用在农业种植之中，往

往要依照土地的实际种植状态规范开展，以保证产物

质量和产量。目前，这一技术获得的成绩十分瞩目，

例如杂交水稻、杂交玉米等都给农民带来了巨大效益，

同时也有效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未来在技术的不断

优化下势必还会得到更大程度的推广应用。

3 生物技术在农业种植应用中的主要问题

3.1 忽视了生物技术本身的缺陷

当前部分农业生产技术部在研发和广泛应用生物

技术的过程中，并未真正对该技术的优势和缺陷做出

全面了解，要么一味否定，要么全盘接收。对于全盘

接收的情况来说，基本都是对生物工程技术的随意应

用没有给出精准的推断和评估，缺乏必要的知识基础，

只是将其简单看作目前最先进的生物科学技术，致使

实际应用过程中容易引发一些不良后果。

3.2 忽视了因地制宜和耕种活动

目前全面推进生物工程技术的应用主要是为了帮

助农民增收，从而提升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但有些农

户在直接应用了生物技术之后，忽视了对产量提升策

略的继续挖掘，甚至放松了对病虫害的防治、肥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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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以及灌溉工作的落实等相关农业种植管理活动，

从而导致部分具有良好种植前景的田地在后期难以真

正达到预期的产量指标。

4 落实生物技术推广

4.1 完善使用观念

现阶段，参与生物技术推广的有关人员必须对该

技术持以科学的态度。虽然充分学习和掌握该技术是

目前农业发展过程中最为有益的一项活动，但对其进

行学习掌握并非只是随意套用。所以，对于推广人员

而言，则要尽可能进行使用观念的宣传，使所有技术

使用者都能以批判合理的态度应用。

4.2 加大宣传力度

要想让该技术在当前农业种植当中得到广泛应用，

最关键的就是要落实宣传推广，使相关人员充分意识

到该技术在的应用优势，由此主动进行技术应用，不

断提升基层农业技术。具体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在

丰富多彩的宣传形式下，使所有人员都充分了解和掌

握生物技术在农业种植当中的具体优势，从而对其产

生深刻的认同心理，达到相应的推广目的。例如可以

借助新媒体平台、分发宣传册、电视广告等形式展开

全面宣传，进一步提升农户对于该技术的了解。

4.3 加强基层培训

生物技术本身极为复杂，要想真正使其得到全面

推广应用，就必须加强对基层群众的重点培训，确保

所有农户都能够将技术应用到实际种植当中。具体开

展时可以专门建立一个技术小组对基层农户实施全方

位培训，培训过程中应结合农户自身的实际接收能力，

通过语言讲解、实地演练和指导等模式，使农户自身

能够学会技术的正确使用方法，保证指导效果。

4.4 健全制度规范

为使该技术在实际农业种植当中得到规范化应用，

还应不断完善和健全相关法律规范。具体以通过政策

与法律规范，加强农业科学研究、教育以及农民合作

组织的扶持，并全面构建相关保障制度，给予技术研

发充分的经费支持；同时还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尽

可能保证研发者的利益，激励科技创新 [6]。确保该项技

术可以获得实现全方位推广和发展。对于农户方面来

说，为使其充分应用新技术，则可以适当给予一定补贴，

鼓励其正确积极应用。

4.5 落实技术创新

农业作为国家最为关注的产业之一，有大量扶持

政策支撑，所以相关研究者则可以应用这类政策展开

研发工作，使技术更为普遍化和大众化。例如可以通

过联合企业、科研机构以及高校等构建创新体系，组

建生物技术创新队伍，以不断推进技术发展。同时还

应注重技术基础理论和各类高新技术的结合，加强基

因功能以及蛋白质功能探测。比如在生物固氮当中，

可以在氮含量高的农区当中，落实豆、禾与经济作物

间作，使根瘤菌的固氮效果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同时

在条件允许的草地上实施豆、禾与牧草混种等等。

4.6 增强政策扶持

实际进行生物技术推广过程中，当地政府还需加

强扶持。具体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落实相应的农

户补贴政策，并配合出台惠农政策，加强基础培养，

从而引导更多农户参与到生物技术学习和应用当中。

同时，政府部门还需建立和完善专项的技术设施保障，

根据实际情况构建合作基地，和相关生物技术机构加

强合作，从而给技术应用带来坚实保障。

5 结语

在现代化农业发展当中，生物技术在抵御病虫害、

提升作物产量和质量、提升经济效益等方面都发挥出

了巨大作用，不仅能够实现绿色增产，还能给未来有

机农业的全面发展带来充足的空间和技术支持，保证

农业发展水平。为此，这就需要重点加大对转基因技术、

组织培养技术、杂交育种技术、生物农药技术的全方

位支持，通过政策、法律、人才、宣传等手段加强推广，

在实现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保证农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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