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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能源的消耗量也逐渐增大,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体现在农业的具体问题中,就是要维持自然与生产的平衡,促进农业发展。现阶段,
我国大部分的农业生产区域仍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不仅影响农业生产效率,而且威胁生
态环境稳态,使内陆风化等问题日益严重。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需要在控制水土流失的基础上,解决农田
灌溉问题,为加速农村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建设齐头并进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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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ol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ngineering in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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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s also gradually increas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 basic problem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t is reflected in the specific problems of agriculture, that is,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between
nature and production and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t this stage, most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reas are still facing serious problems of soil and water loss, which not only affects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also threatens the steady stat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makes inland
weather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need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farmland irrigation on the basis of controlling soil and water loss, and contribute to accelerating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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