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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农田水利工程技术不断优化,其中,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应用性不断
普及,水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有效解决了农业生产水资源不足等问题,使农作物产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农业效益稳步增长,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此背景下,如何把握高效节水灌溉技术特征,
有效制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应用策略,成为我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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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high-efficiency and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popularized and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water resources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which has effectively solved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water resourc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rther improved the yield of crops and steadily increased the agricultural benefits,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is context, how to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fficiency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and effectively formulate the application
strategy of high-efficiency water-saving irrigation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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