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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我国农田节水灌溉工程现状,先对节水灌溉工程做出相应的阐述,然后深入分析存在
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存在形式,采用的设备以及相关技术,最后提出相应的措施,指明这项工程存在的意义,
表明如何才能做好农田节水灌溉工程的管理,从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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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discussion on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farml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s
Wugu Lijiang Stw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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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arml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s in China, this paper first
makes corresponding elaborations on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s, then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depth, proposes relevant forms of existence, equipment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finally proposes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istence of this project, indicating how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management of farml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projects, so as to driv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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