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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都离不开水资源。随着我国经济不断的发展,工农业生产的用水量逐
步增加,社会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大,水资源供应问题日渐紧张。目前我国农业水利灌溉需水量大,
若能在水利灌溉工程中有效节约用水,将可以大幅度降低水资源的浪费。在农业水利灌溉中实施节水措
施,是指在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收获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减少水资源的使用。目前,要求我国各个地
区增强节约用水的重视度,重视农业水利工程的灌溉技术发展,提高灌溉效率及质量,进而达到节约水资
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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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water saving measures and ways of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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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production and people's life are inseparable from water resource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water consumption of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the social demand for water resources is increasing, and the problem of water resources suppl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tense. At present, China's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needs a lot of water. If
we can effectively save water in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projects, we can greatly reduce the waste of water
resour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saving measures in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refers to
minimizing the use of water resource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ensuring the normal growth and harvest of crops.
At present, all regions in China are requir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water conserv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irrigation technology of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mprove irriga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and the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aving water resources.
[Key words] water saving measures; Agricultural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technology;
water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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