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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农业的发展与我国的经济建设以及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而
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水资源的利用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近年来,随着农业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农业
用水紧张的问题更加地突出,为了缓解水资源紧缺的问题,就需要合理地控制灌溉用水,避免水资源的浪
费。而随着农业用水问题的突出,高效节水灌溉技术也逐渐在我国农田水利工程中得到了应用。这一技
术的应用,有效地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还能实现对水资源的合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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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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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griculture,
th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nts.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e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water shortage has become more prominent.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it is necessary to control irrigation water reasonably and avoid the
was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with the prominent problem of agricultural water efficient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gradually applied in farmland hydraulic engineering in China.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echnology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can realiz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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