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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其数量和规模均不断扩大,人们对工程质量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因此,须加强对混凝土施工技术的研究,确保混凝土施工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效果,提升
农田水利工程的整体质量。基于此,文章主要分析了混凝土施工技术在农田水利工程中的应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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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has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and its quantity and scale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ed. Peopl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nsu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measures of concret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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