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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灌区水资源管理中的节水灌溉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运用最少的水资源浇灌农作物,从而体现
节水灌溉在节约农业水资源中的功能作用。并且在节水灌溉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要求,因地制宜合理选
择节水浇灌技术以及采取有效措施,从而保障灌区水资源管理中的节水灌溉有效性。因此为了发挥灌区
农业水资源的最大经济效益,本文阐述了区农业水资源管理的现状,对灌区水资源管理中的节水灌溉技
术以及节水灌溉措施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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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ion o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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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district mainly uses technical
means to irrigate crops with the least amount of water resources, thus reflecting the functional role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n saving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And in the process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actual requirements, choose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so a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i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district.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in the irrigation area,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irrigation area,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measures in th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of the irrigation area.
[Key words] water resources in irrigation area; management; current situatio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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