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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作为我国的第一产业,其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进步提供重要物质基础。农田
水利建设项目的建设对农业整体经济发展和农业增值有着重要的推动影响。为了有效提高农村水资源
在乡村农业灌溉中的综合使用率,需要进一步研究、推广和调节水资源灌溉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工程中
的使用比例,以期能够提高农田水利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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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S274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Guojing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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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s primary industry, agriculture provides an important material basi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e construction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overall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gricultural value-add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rate of rural water
resources in rural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udy, popularize and adjust the utilization ratio
of water resources irrigation in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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