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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今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灌溉作为农业生产中的必要步骤和核心内容之一,体现了我国农业
的发展水平和水资源的节约利用程度。在水资源灌溉过程中滴灌技术成为目前较为完善和先进的技术,
改变了曾经大水漫灌的落后灌溉方式,提高了我国水资源的利用程度,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节约化和高
效化。本文主要分析了农田水利节水灌溉中的滴灌技术的应用,以期促进我国节水灌溉技术的完善和创
新,为农业生产打下坚实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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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rip Irrigation Technology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n Farmland
Yanxin Gao
Xinjiang Changji City Sanlitun River Basin Management Office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day, irrigation, as one of the most necessary steps and core
content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ese agriculture and the degree of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resources irrigation, drip irrig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 relatively perfect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changing the backward irrigation mode of
once flood irrigation,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degree of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and promoting the
conservation and efficiency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drip
irrigation technology in the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n farmland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and lay a solid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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