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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地域辽阔,各区域的气候情况也有很大的不同,各地区的水资源分布也不均匀,尤其是新疆
地区。针对这种情况,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就有必要对农田水利灌溉节水措施进行研究,从而更加合理
和高效的利用水资源。本文根据目前农田水利工程灌溉节水技术进行研究,分析农田水利灌溉节水的重
要意义,并提出更加有效的节水灌溉措施,使得水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促进农业生产的不断进步。
[关键词] 农田水利；灌溉节水；技术分析；措施
中图分类号：TV93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water-saving measures of farmland irrigation and water conservancy
Bahiti Gulli
Mulei County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Engineering Quality Supervision Station,
[Abstract] my country has a vast territory, and the climatic conditions of various regions are also very different.
The distribu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various regions is not uniform, especially in Xinjiang.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water saving measures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so as to use water resources more rationally and efficiently.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irrigation technology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water saving measures for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irrigation, and
proposes more effective water saving irrigation measures to maximize the us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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