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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之一,要想保证农业健康发展,就要避免农田水利工程发生资
源浪费情况,通过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推动我国农业良好发展。当前,我国农业灌溉过程中,由于高效灌溉
技术不合理,推广宣传不到位等原因,使得我国农田水利灌溉效率极低,未能起到节约资源的目的。为此,
我国应在农田水利工程中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科学合理配置水资源,促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
农田水利工程中发挥最大作用。基于此,本文就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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