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水利

Hydropower and Water Resources

第 5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529-7821 /（中图刊号）：868GL002

地下水资源开发管理问题的探讨
也尔包勒·阿努瓦尔别克
额敏县麦海因水管所
DOI:10.12238/hwr.v5i1.3566
[摘 要] 水资源是保障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要素之一,其中,地下水资源作为水资源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仅弥补了我国地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匀引起的区域供水不足,同时支撑保护了自然生态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地下水资源系统供水能力的好坏,直接影响城市经济的发展。基于此,本文就地下水资
源开发和管理进行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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