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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灌区输水工程运行期间,灌区干渠是一项重要构成部分。由于我国是农业大国,灌区干渠覆盖
面积广,一旦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渗水问题,将会导致严重的水资源浪费,影响我国农业发展。就目前来
说,我国灌区干渠运行时间较久,水资源浪费问题较为严重,应利用节水改造措施对其加以处理。为了提
高灌区干渠节水改造施工水平,应对各项施工环节加以严格的质量管理,提高灌区干渠节水效果。本文以
此为研究对象加以论述,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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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Water-saving Renovation of Main Canal in Irrigation Area
Zhujiang Cai
Xinjiang Manas River Basin Administration Bureau Water Conservancy Management Center
[Abstract] During the operation, the main canal is an important part. As China is a big agricultural country, the
main canal reconstruction area in the irrigation area is wide. Once the water seepage problem occurs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it will lead to serious was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affect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main canal of China's irrigation area is running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problem of water resources
waste is serious, so water saving should be us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measur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water-saving transformation of main canal in irrigation area, strict quality managed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improve the water-saving effect. And this paper discusses i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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