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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能够保障水利设施的完整性,改善农田周边水土环境,提高农田产量。尤
其是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化进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农田种植空间逐渐缩小,直接影响了农业产
量。为了实现农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应当积极推动农业生产模式改革,完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设计工作,
了解水利工程设计中存在的各项问题与注意事项,并在此基础上保障设计方案的完整性。基于此,本文分
别从水文勘测、工程设计、工程设备及工程监督四个角度入手,分析现存设计问题以及后续发展路径,
以此保障农田水利工程设计的合理性,为农业改革提供可靠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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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can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improve the water and soil environment around farmland and increase farmland yield.
Especially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level, the continuous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gradual reduction of farmland planting space, which has a direct impact on agricultural outpu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e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refor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improve the design of small-scale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and precautions in the desig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the design
scheme on this basi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design problems and follow-up development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ydrological survey, engineering design, engineering equipment and engineering
supervision, so as to ensure the rationality of farmland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design and provide reliable
reference for agricultur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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