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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位处于我国内陆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种植区域,不过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这里常见干
旱、少雨,水资源匮乏,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现阶段发展,新疆大部分地区已经广泛应用
上了先进的节水灌溉技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自动化水利灌溉系统将成为发展的新趋势。因此,这
里就围绕着新疆节水灌溉技术的发展现状与展望做研究并给出策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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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njiang is located in the inland area of my country and is 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 planting
area in my country. However, due to its special geographical location, drought, little rainfall and lack of water
resources are common here,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my country. At this
stage of development, advance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ost areas of
Xinjiang.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automatic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systems will become a
new trend in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spect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in Xinjiang and gives strategic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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