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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利工程不仅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同时也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工
程。在农业的生产种植中,科学合理的灌溉方式离不开水利渠道的作用。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是水利
工程中的重要内容,做好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的运行维护及管理工作,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灌溉工作
的作用。
[关键词] 农田水利；灌溉渠道工程；运行维护；管理
中图分类号：TV732.6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irrigation canal project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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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is not only the basic project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infrastructure project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planti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irrigation methods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role of water conservancy channels.
Farmland irrigation canal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operation,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farmland irrigation canal project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irrigation work to the greatest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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