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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我国民生工程的建设质量得到了提升,而水利工程是其中的重要工程。农
田水利灌溉工程的不断推进改变了我国传统灌溉渠道工程建设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使得水利工程的
维护管理质量得到了提升。从目前对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发现,农田水利灌溉渠道能
够解决农业灌溉问题,提高当地水资源利用效率。但是,其中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基于此本文就水
利建筑工程的灌溉渠道运行管理维护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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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improved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our country's national
livelihood projects, and hydraulic projects are an important project among them.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farmland hydraulic irrigation projects has changed a series of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irrigation channel projects in our country, and has improved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quality of hydraulic
projects. From the current 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hydraulic irrigation channel projects, it is found that
farmland hydraulic irrigation channels can solve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problems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ocal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irrigation canals in hydraulic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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