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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资源,水资源短缺或污染度增加,会直接影响农作物产量和质量。鉴
于此,我国加大了对农田水利工程研究力度,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优化,融入节水理念,完善工程作业水
平,在改进灌溉质量的同时,降低水资源的过度损耗,促进农业经济的长远发展。本文就将围绕农田水利
工程中节水灌溉技术的应用展开系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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