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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是生命之源,地下水资源是天然水的一部分,合理开采利用地下水资源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国土资源部最近组织开展的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成果,全国地下淡水天然资源多年平均为
8800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3,地下淡水可开采资源多年平均为3500亿立方米。全国每年开
采利用地下水量达1100亿立方米,约占总用水量的1/5。另外,全国地下微咸水天然资源为277亿立方米,
半咸水天然资源为121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在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着一些值得高度重视和亟待
解决的问题。这时,研究地下水资源管理以保证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就十分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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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is the source of life, and groundwater resources are a part of natural water. The benefits of
rational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are obviou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a new
round of national groundwater resources evaluation recently organized by th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the national underground fresh water natural resources have an average of 880 billion cubic meters for many
years, accounting for about 1 / 3 of the total national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exploitable underground fresh
water resources have an average of 350 billion cubic meters for many years. The annual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underground water in China reaches 110 billion cubic meters, accounting for about 1 / 5 of the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In addition, the natural resources of underground brackish water and semi-saline
water in China are 27.7 billion cubic meters and 12.1 billion cubic meters respectively.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orthy of great attention and urgent sol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At this tim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study the management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ground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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