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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下水资源属于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以及居民的正常用水
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我国的北方地区的地下水开采量占到全国的 90%左右,而且华北平原中的地下
水供水量超过了地表水供水量。地下水过量开采,导致水位持续下降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出现。鉴于
此,本文就灌区地下水超采带来的危害,分析目前农业灌溉与地下水超采中的几个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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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下水超采造成的危害

水位下降,形成地下水位降落漏斗,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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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现象。其次是在小范围内进行地下

资源补充,这样就会增加漏斗的面积,而

层入渗,灌区周围侧向补给的地下水中

水开采来供应城市生活以及工业用水的

且也会造成地表土壤严重缺水而出现裂

的盐分也在灌区聚集。在长期大量利用

同时,由于地下水降落漏斗一直存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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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业灌溉与地下水超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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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下水超采对农业灌溉环境
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就是地下水矿化度增加,
土壤盐渍化加剧。由于大量开采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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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超采治理效果则需要统计实际的压采

成效。首先,做好节水措施的预先设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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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相关设施必须具备良好的操作性。

化、规范化的管理目标,以此优化项目管

最后,需要做好日常维护管理工作,这是

理效果。同时,工作人员在建立项目机制

地下水动态监测是正确评价地下水

保证节水灌溉工作可持续开展的重要措

的过程中,还应当结合农业生产的可持

资源的基础资料,也是及时发现和掌握

施。通过不断完善与高效落实节水灌溉

续发展机制,对节水项目进行管理,找出

地下水超采情况,采取控制超采措施,避

管理工作,能进一步提升节水灌溉技术

人们拒绝应用节水技术或节水技术无法

免超采对生产造成损失的基本依据。为

应用水平。

落实的原因,以此保证灌溉管理的科学

系统

此,在灌区建立并完善地下水盐动态监

4.4增加资金投入,扩大节水灌溉面积

测系统具有重要意义。灌区应在总结以

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节水灌溉项

往水资源评价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地表

目投入,县财政要逐年增加投入,确保节

水规划,对地下水可采资源重新进行评

水灌溉工程的顺利实施,并把节水灌溉、

农业灌溉是地下水的用水大户。但是就

价,并对地下水开发利用进行规划。

土地治理、中低产田改造、测土配方施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来

4.2科学规划,综合治理

肥及新型农民培训等涉农项目有机结

看,同时也增加了地下水开采量,也就造

首先由政府出面划定地下水超采的

合、捆绑实施,优化资源配置,发挥综合

成地下水超采问题。因此,在目前调整优

效应。

化种植结构以及采取高效灌溉等节水措

区域,并结合超采区域的水源条件和地
质特点,并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态
建设的需要,综合多方面意见,制定出该

4.5重点治理严重超采区,以点带面
全面推进

性与可行性,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5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在我国的北方地区,

施的同时,也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采取长期且系统性的地下水超采治理措
施,进一步提升地下水压采和超采治理

区域的地下水超采治理计划。其次由政

地下水超采严重的区域应该是治理

府制定的计划必须经过专家组的意见审

的重点,需要启动地下水保护行动。首先

核,确保治理计划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合

是加大治理投资力度,要求在最快时间

[参考文献]

理性。对超采严重的区域可以采取分期

内有效控制地下水超采现象,必要时可

[1]张 玉 春 . 地 下 水 超 采 对 农 业

治理的手段,明确不同时期的治理效果

以并用非工程措施和工程措施,加快治

灌 溉 环境影响及对策[J].农业科技与装

和治理任务。最后建立对应的法律法规,

理速度。接着以点带面,由严重地区的治

备,2014(03):49-50+53.

来确保治理计划的有序实施,最终达到

理行动带动一般超采区的治理行动。最

[2]黄喜良.河南省地下水超采区农

良好的治理效果。

后必须加强对地下水的动态监测,通过

业 灌 溉 用 水 高 效 利 用 探 讨 [J]. 中 国 水

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超采区不再扩张。

利,2015(01):50-51.

4.3加强节水灌溉管理
仅仅运用智能化、现代化的灌溉技

4.6建设升级项目管理机制

术和方法是不够的,为了更有效地应用

农业局应当建设并升级项目的管理

节水灌溉技术,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节水

机制。工作人员应当落实资源保护机制,

灌溉管理,从而有效保证灌溉管理工作

建立区外引水、区内储存等项目,保证资

46

效果。

[3]刘思妤.地下水超采区管理评估
体系的构建[D].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2017.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