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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自然环境资源当中对人类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为水资源,所以近年来国家不断提倡水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呼吁全国人民进行水资源保护。国家相关部门管理人员已经开始利用新时代高新技术
来管理和监测中国水资源现状和动态变化,以期为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合理的水资源管理和
监测工作可以帮助避免当前环境中遇到的各种自然灾害现象对现存水资源的影响。本文主要阐述和研
究当前中国水资源管理的现状、动态监测管理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优化当前地下水资源动态监测管理的
有效措施,保证中国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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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humans in China's natural environment is water resources.
Therefore, 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ry has continuously advocat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called on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to take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measures. Managers of
relevant state departments have begun to use the new era of high-tech to manage and monitor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ynamic changes of China's water resources, with a view to contributing China's strength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ater resources. Reasonabl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monitoring can help
avoid the impact of various natural disasters encountered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on existing water resources.
This article mainly elaborates and studi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China's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the
importance of dynamic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and proposes effective measures to optimize the current
dynamic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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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到人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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