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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田水利工程中的渠道在长期运行后,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会遭到严重破坏。因此,目前
我国农田水利工程渠道管理和保养工作不尽如人意,对我国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有很大影响,应该加强
重视,确保农田水利工程真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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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long-term operation, the channels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will be severely
damaged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Therefore, the current channel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our country are not satisfactory,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smooth
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our country.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ensure that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really play a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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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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