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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灌溉是解决灌区水资源危机的两大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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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灌区水资源危机严重影响经济效益,节水灌溉是有效措施,可通过节约灌溉用水、改良土壤、增
产节地等优势,同时有利于推广农业机械化,转变原有粗放型农业灌溉方式,对农业种植结构进行调整,优
化耕作技术与制度,可实现现代化管理,更好促进农业转型。因此,本文通过介绍节水灌溉,了解灌区水资
源危机采用节水灌溉的方法与途径,促进农业发展。
[关键词] 灌区；水资源危机；节水灌溉
中图分类号：TV211.1+4 文献标识码：A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s Two Major Ways to Solve the Water Resources Crisis in the Irrigation
Areas
Harriebenu Stock
Tacheng District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Xinjiang
[Abstract] Water resources crisis in irrigation areas seriously affects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It can, by saving irrigation water, improving soil, increasing production and
saving l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change the original extensive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mode,
adjust agricultural planting structure, optimize farming technology and system, realize modern management and
better promot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water-saving irrigation and studies
methods and approaches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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