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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民日常生活用水量不断增加,水资源量逐年减少,合
理控制水资源十分必要。运用科学合理的水资源管理方法,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科学的管理制度对水资
源的利用至关重要。建设水资源管理体系,提高水资源监测管理能力,是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有
效技术措施之一。鉴于此,本文分析了水资源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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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 daily water
consumption is increasing, and the water resources is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ntrol water
resources reasonably.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that usi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methods to improve water resource utilization rate. And building th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to improve the water resources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capacity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technical measures to implement the strictest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Give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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