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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农田水利工程项目实践过程中。结合农业灌溉区域具
体状况,科学合理地选择灌溉技术与方式,能够使水资源的利用率不断提高,实现农产品增产与增收,创造
更为可观的经济效益,使农村经济状况得以改善,为农业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帮助。由此可见,
深入研究并分析农田水利工程中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十分必要。基于此本文就农田水利工程的高效节
水灌溉技术的应用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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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high-efficiency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practice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ombining with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area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election of irrigation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water resources, increase the output and incom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reate more
considerable economic benefits, improve the rural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vide necessary help for the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It can be seen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deeply
study and analyze the efficient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detailed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high-efficiency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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