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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灌区的水资源危机来说,节水灌溉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决方式。该方式不仅可以节约灌溉用
水,在有限的耕地上实现增产增收,既改善了土壤环境,又省工省力,进一步提升了农业机械化水平。而且
节水灌溉还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灌溉方式,对农业生产的耕作技术和制度进行了优化和调整,让农业灌溉
的管理工作更加科学,更加趋向现代化,由此可见,节水灌溉的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传统农业生产
方式的转变,对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有着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对节水灌溉技术进行了详细阐述,并针对其应
用过程中出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简要论述了节水灌溉是解决灌区水资源危机的两大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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