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4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农田水利工程渠道设计与施工管理要点
朱秀河
邹平市临池镇人民政府
DOI:10.32629/hwr.v4i7.3187
[摘 要] 渠道设计和施工管理工作有利于改进水利工程施工质量,而水利工程建设也对我国农业整体
发展水平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为此,建筑单位需基于农田水利工程渠道设计原则,认真分析渠道设计和
施工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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