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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农田水利中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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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水是农作物生长的基础,灌溉就成为必然存在的一个条件。灌
溉技术是我国农业发展、加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但是,近几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高效节
水灌溉技术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灌溉措施,提升农业灌溉的产量,降低水资源消
耗,保证良好的经济效益,带动当地生态环境的建设,促进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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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Efficient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in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Harati Hosili
Emin County Water Resources Bureau Kara Yimule River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Abstract]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industry in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ater is the foundation
of crops growth, so irrigation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condition. Irrigation technology is the basis of China's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nd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efficiency.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fficient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content. We should improve the output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reduce water consumption
through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irrigation measures, ensure good economic benefits, drive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mod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 high efficiency;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economic benefits;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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