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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博乐市灌区节水改造工作开展已有十多年历史,并且在农业灌区改造和循环节水体系建设方
面已取得良好成就。但是随着水资源利用要求水平不断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变化,原有的节水改
造措施已经无法满足实际运行要求。基于此,本文在分析博乐市灌区水资源利用的现状问题以及明确博
乐市灌区节水改造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提出深化改造的基本措施,以此为节水改造工作开展提供
参考,旨在提升博乐市水资源的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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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water-saving reformation and application measures in Bole Irrigatio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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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le irrigation district water-saving reconstruc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and
has made good achievements in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district reconstruction and recycling water-saving
economic system construc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requirements
and the constant chang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the original water-saving transform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actual operation requirements. Based on thi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utilization in Bole irrigation district and clarifying the necessity of
water-saving transformation in Bole irrigation distri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basic measures of deepening
transform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saving transformation,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level of water resources in Bol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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