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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进一步满足农业生产需求,推动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得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活动日趋增
多。农田水利施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水土保持,导致水土流失问题的出现。针对这种情况,要将水土
保持工作贯穿于农田水利施工全过程中,切实改良与保护水土资源。基于此,本文就农田水利施工中的水
土保持措施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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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meet the nee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n my country is very
rapid, and the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re increasing day by day.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will affect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o a large extent, resulting in the
occurrence of soil erosion problems.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ork should be run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and water and soil resources should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and protecte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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