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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现代农业积极改变产业种植结构,从
过去的以大田种植粮食作物,积极发展为以大棚为主的经济作物。而农业灌溉也在不断改变,出现了更为
科学有效的灌溉方式,实现了节水、提升农业产值的效果。因此,这里就围绕着小型灌区改造中节水灌溉
施工方法的创新做研究,并给出策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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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Construction Method in Reformation of Small Irrigatio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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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our country and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 agriculture in our country is actively changing the industrial
planting structure. From the past, the cultivation of food crops in the field has been actively developed into the
economic crops based on greenhouses.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is also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more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irrigation methods have emerged, which have achieved the effect of saving water and increasing
agricultural outpu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novation of water-saving irrigation construction
method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mall-scale irrigation districts, and gives strategic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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