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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地下水水资源是否丰富,对地下水水位进行有效的测量,专家提出地下水管理是首要控
制的重要因素。由此对地下水水位进行合理化的管理,可实现丰富地下水资源。通过研究地下水位与生
态环境及地质环境的关系、地下水位高低的差值、地下水水位的划定以及地下水水位的管理等几个方
面进行综合的探究,极力谋求从多方面的思想了解当前地下水水位管理的潜在因素。在以往研究地下水
水位管理的办法中探究,对当今形式下的地下水水位管理需要面临的问题、地下水管理方法、综合型地
区地下水水位管理等发展的形式进行有效的探究,希望对相关工作者在工作上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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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Groundwater Leve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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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whether groundwater water resources are rich and make effective measurement of
groundwater level, experts propose that groundwater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primary control.
The rational management of groundwater level can enrich rich groundwater resources. By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of groundwater leve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ge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difference,
demar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groundwater level, we vigorously seek to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factors of
the current management of underground water level from various aspects. By studying the previous methods of
groundwater level management, we effectively explore the problems and methods of groundwater level
management, and comprehensive regional groundwater level management and other development forms,
hoping to help the relevant workers in thei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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