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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属于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与重视。随着我国农业水平的快速提升,
同时也暴露出诸多农业问题,农业灌溉用水困难是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目前,农田水利工程的高效节水
灌溉技术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研究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提高灌溉效率,促进农
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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