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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养殖者要正确认识到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优势和应用价值,积极的在实际的养殖过程中应用
这项技术,扩大绿色畜牧业养殖技术的影响力,从而推动我国养殖业的绿色化发展。绿色畜牧业养殖技
术的应用可以提升我国畜牧业养殖者的经济收入,同时还能够对我国的生态环境起到保护作用,所以
我国应当大力推广绿色畜牧业养殖技术,用于改变基层畜牧业养殖的现状,使之能够发挥出重要的社
会意义。
[关键词] 畜牧养殖；技术推广；影响；策略
中图分类号：X824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green animal husbandry breed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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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eeders should correctly recognize the advantages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green animal husbandry
breeding technology, actively apply this technology in the actual breeding process,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green
animal husbandry breeding technology, and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animal husbandry breeding technology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economic income of
China's animal husbandry farmers, but also protect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China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green animal husbandry breeding technology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ass-roots
animal husbandry and make it play an important soci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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