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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水资源保护中水资源量保护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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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水资源面临着巨大危机,比如水资源短缺、水资源污染以及水生态环境恶化等多种水
源利用不当问题。因此为了避免水资源过度开发、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随意排放等问题,我们在水资
源保护方面要做足功课,积极地对水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运用,从而形成良好的水资源循环系统。本
文主要以新疆孔雀河罗布泊流域为例,对其水资源保护中的水量保护问题进行思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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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 on Water Resources Quantity Protection in Basin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Pengpeng Du
Kaidu-Peacock River Management Station of Tarim River Management Office, Bayingoleng Administration, Tarim
River Basin, Xinjiang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water resources are facing a huge crisis, such as water shortage, water pollution
and deteriora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avoid the overexploit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dustrial wastewater and domestic sewage at random discharge, we should do enough work in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actively conduct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water resources, so
as to form a good water resource circulation system.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the Luobupo Basin of the Peacock
River in Xinjiang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quantity protection in its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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