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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利工程的贡献,正是基于水利工程输水渠道的逐步完善,促进了
我国现代农业的不断发展。目前,国内水利工程输水渠道系统还存在很多不足,特别是在输水渠道系统的
维护和管理方面,许多输水渠道系统的有效性只能维持在最初几年,使得输水渠道的运行效益将大大降
低,不利于我国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本专题首先讨论水利工程输水渠道的管理与安全维护的重
要性,并且针对其问题或者不足提出水利输水渠道系统的维护、管理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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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ntribu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It is precisely based on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water delivery channels for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that 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our country.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in the water delivery channel system of domestic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especially in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of the water delivery channel system. The effectiveness of many water
delivery channel systems can only be maintained in the first few years, making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the water
delivery channel is greatly reduced,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our country. To this end, this topic firs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anagement and safety maintenance of the
water delivery channels in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and then proposes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of the water delivery channel system in water conservancy in response to its problems or defici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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