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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人们对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安全性与可靠性提出了高标准,而
对其运行维护及管理工作高度重视,不仅有效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工程安全
性。虽然目前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质量得到提升,但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在运行维护和管理工作中仍然
存在着不足,影响工程的整体质量,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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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in China, people put forward high standards for th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channel project,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s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which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s, but also improves the project safety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lthough the quality of irrigation channel
engineering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has been improved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in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affected by external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project, and
effective measures must be taken to impro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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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够让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在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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