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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产活动对地下水环境影响
及其评价的若干关键问题探讨

罗锐宇

（广西博环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广西 南宁 530007）

摘 要 目前，由于我国地下水环境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有很紧密的关系，地下水的质量将成为水资源保护工

作的关键内容。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地下水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为此环境的影响评价应运而生。其中地

下水环境的影响评价是对地下水资源的应用状况和产生的问题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深入探析地下水

环境影响评价若干关键问题，以及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因此，本文将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的背景进行分

析，进而探索地下水环境影响的各种因素和环境评价的方法，最后提出促进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有效开展的

措施，以期对水资源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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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我国地大物博，不同的区域间存在着很大差异，

水资源的分配处于不均匀的状况，加之经济快速发展，

给当地地下水资源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污染，尤其是对

水资源进行不合理开发和使用，使得对于地下水资源

进行有效保护迫在眉睫。为此，规范地下水资源的保

护工作和开发工作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评价，

是很有必要的。同时，在开展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评价中，

虽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其中有一些问题仍需

解决。为了能有效掌握各个地区的地下水资源使用情

况，进一步推动对地下水资源的保护，本文通过分析

我国地下水环境影响的各种因素，进而探讨了促进地

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有效开展应用的措施，对水环

境保护和治理有借鉴意义。

2 地下水环境影响的因素分析及其危害

2.1 建设工程的大范围开采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生产发展规模在持续扩

大，给我国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将耗费大

量使用和开采地下水，而为了维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

日常生活，会进一步对地下水资源进行开发，久而久

之会造成对于地下水环境不同程度的改变，导致地下

水资源出现严重的过度开发问题。在局部地区对地下

水资源进行过度开采还会导致一系列地下水资源问题。

如在滨海地区开采地下水，形成降落漏斗之后，原本

向大海排放的地下水，转而接受海水补给，进而导致

海水入侵淡水含水层。在我国，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

造成的地下水降落漏斗，从而造成的海水入侵，主要

发生在濒临黄海及渤海的砂质及基岩海岸带。据调查，

在我国的辽宁、河北以及山东的 29个县市区海水入侵

的面积超过了 1400平方公里。我国华北平原部分地区

存在地下咸水，过度地对该地区的地下水资源进行开

采利用，导致浅水含水层受到了咸水的入侵。有数据

显示，辽宁、河北、山东的三个省份的沿海地区，因

为过度开采地下淡水水资源而造成了海水入侵，从而

使机井报废数量达到了 8000多口，使得每年地下水淡

水资源开采量减少了 1300万立方米，并造成了土地的

大面积盐碱化等环境问题。在该情况的影响下，造成

了 100多万人口、40多万牲畜饮水困难，使每年的工

业产值减少了 3.6亿元人民币。

同时过度开采地下水还会造成地面沉降等环境地

质问题。地面沉降（Land Subsidence）有多种成因，开

发深层地下水是最普遍而主要的原因。大规模开采深

层地下水，会导致深层地下水位下降，孔隙水压力显

著降低，有效应力增大，松散沉积物释水压密，引起

地面高程降低，称为地面沉降。砂层压密引起的地面

沉降量小，且为弹性释水压密，孔隙水压力恢复时地

面回弹。粘性土层发生塑性释水压密，即使地下水位

恢复，粘性土也不能回弹，导致不可恢复的地面沉降。

在我国，地面沉降涉及 17个省市，地面沉降的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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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94000平方公里，主要分布于滨海平原，包括环

渤海滨海平原、长江三角洲以及台湾西部、华北平原

及汾渭盆地。[1]

同时，地下水环境也会因人为的作用以及边界条

件改变而受到影响，可能会使可为人类生产活动所利

用的含水层逐渐汇聚其他含水层的水，这将使水质较

差的水流入可利用含水层中，对地下水水质造成不利

影响。不仅如此，地下水溶解物质化学平衡也将受到

影响，形成全新的水化学环境，会进一步影响内部的

物理化学反应。

2.2 工农业生产活动

2.2.1 工农业生产活动造成的地下水污染

一般在广泛认知的意义上，地下水污染含义可定

义为：人为活动产生的有害组分加入天然地下水，改

变其物理、化学及生物性状，导致水质恶化，称为地

下水污染。与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地表水污染相比

较而言，地下水污染具有隐蔽性及持续性的特点，更

加难以让人发觉，从而容易造成更长时间的持续污染，

治理的难度很大且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地下水的污染源种类繁多，主要可以分为：城镇

生活废水、工厂矿山的废水废渣及废水的排放、农业

生产活动过程中施加的农药化肥施用及污水灌溉等。

在人类生产生活中，对地下水产生的污染物因子种类

繁多。可以划分三氮（NO-
3，NO-

2，NH+
4）、酚类化合物、

芥类化合物等；Cr、Hg、Cd、Zn、Pb等重金属离子；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ramis，简称

为 POPS），如二噁英，此类污染物难以降解、毒性极大、

含有放射性元素及各种传染性病菌等。

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上升期，工业企业建设

力度空前巨大，在工业建设以及生产过程中，难免会

存在生产工艺、管理水和环保意识落后的企业。该类

型企业在建设生产过程中的不规范建设管理，以及对

相关必备环保设施的建设缺失，将会对地下水水资源

造成较大的污染隐患，造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泄

露，从而使地下水环境遭受污染。

同时，在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下，地下水环境也

在承受着人们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污染风险。在环

境保护设施相对薄弱的西部地区，或环保意识较为落后

的农村地区，往往由于缺少必备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导致生活污水随意外排至地表水环境中，或是排入地表

漫流，造成的地下水污染问题同样不可忽视。长此以往

会导致地下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此问题需得到相关

部门的重点关注。

2.2.2 农业灌溉与地下水动态平衡的关系

我国北方某些地表水资源缺失的地区会选择开采

地下水资源作为农业灌溉水来源。虽然，对农作物进

行灌溉能达到将地面湿润和补水效果，但是农业灌溉

将会使用大量的水资源，而一般用的水都是地下水资

源，无形中也会造成地下水资源状态的改变，同时使

大规模潜水补给条件发生变化。因此，对于排泄条件

优良的区域，会使得下伏含水层有浮动，增加含水层

水头变化幅度；对于排水条件的差的地区，只能通过

蒸发的形式进行排泄，这样将会导致该区域地下水位

上涨，从而造成该地区的土壤次生盐碱化。

3 探析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水资源的消耗不

断增加，会造成对于地下水环境不同程度的改变，不

可避免导致地下水资源不同程度的污染，给人们的生

产生活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为了保障地下水环境的

有效防治，对地下水环境进行影响评价工作非常有必

要。同时为了保障地下水环境评价的准确性，还应对

地下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的若干问题开展积极的探讨，

使评价工作变得更加规范、科学，为地下水环境污染

预防与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3.1 地下水环境现状评价的方法

在进行地下水环境的评价工作中，首先，是评价

方法中常用的单因子评价方法，该方法能对具体评价

地下水资源的状况，可对其影响因素不能达到全面性，

往往出现结果与实际情况有一定的出入。[2]其次，综合

指数评价方法的应用，可以实现评价工作的全面开展，

综合分析和整理水资源影响因子，通过计算双指数和

均值以及混合加权结果等数据，保证评价的合理性和

可靠性。最后，也要从影响关键因素出发，关注对于

水质评价指标的选择和明确，融合现代信息化技术，

确保水质的评价具体性、科学性和准确性，保障评价

方法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对地下水环境保护和治理具

有借鉴意义。

3.2 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的方法

针对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评价，

可采用解析法及数值法进行预测评价。应用解析法评

价，采用的 3D空间模型应确保科学性与全面性，也要

结合地下水动力学理论以及介质结构等，保障环境评

价结果的有效性。数值法的使用，主要是关于对地下

水的利用、水文地质变化和灾害防治等方面，能通过

现有的数据资料，将评价区域的范围进行合理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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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直观的、可视化的模型，并进行相应的区域地质

结构勘测，既为地下水环境评价工作提供科学的参照，

也为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的编制结论以及制定污染防

治措施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4 促进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有效开展的

措施

4.1 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重视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对治理地下水环境污染问题，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要引起高度重视，对于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中存在

的问题，要不断优化和完善相关地下水环境评价的技

术方法，完善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制度，从而形

成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让地下水环境得到全方位的

保护。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的规

范性，建立健全相关的评价体制，不但要保证评价工

作中依据国家规定操作，还要针对地下水环境评价工

作中违规操作的现象进行严肃处理，规范员工的工作

行为，确保地下水资源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使地

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得到显著提高。同时，相关部门对

于评价体制的建立，也要积极参与其中，这有利于后

期对于环境评价监督管理，还能结合实际做好相关的

防范措施。

4.2 进一步提升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质量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可作为地下水环境预防和治

理的有效手段，精确分析地下水环境中各成分的变化，

判断出各类物质的污染程度，能为地下水环境污染预

防与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为此，应该建立完善的地下

水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体系，以确保地下水环境影响评

价所涵盖的内容得以健全。同时，在地下水环境影响

评价实际应用中，也需对评价方法和检测技术进行不

断的提升，规避地下水检测数据的发生数据偏移现象，

使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中减少无效结果，保证地下水

环境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程度，进一步提升地下水环

境影响评价的工作质量。另外，国家也应设置健全、

规范的关于地下环境相关保护法律法规，为地下水环

境不被破坏提供保障。同时，监督管理部门要依法依

规对地下水环境加强监管力度，只有企业污染物监测

达到了标准方可排放，以确保原有的环境不受污染，

若发现监测结果不达标，需对相关企业进行处罚，最

终达到统一监管的整治效果，保证周围居民环境的安

全性。

4.3 持续增强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能力

近几年，随着环保意识的加强，我国对于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越来越重视，地下水环境检测技术水平也

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对地下水环境检测的结果更加精

确，能实时分析地下环境中各成分的变化，地下水环

境影响模拟预测方法的不断完善可以使得地下水环境

影响评价的结论更具科学性，并借此判断出各类物质

的污染程度，可为水环境污染预防与治理提供科学依

据。但在未来还需要积极寻求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问题所在，不断增强评估工作的力度。[3]从业人员也

需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保证所评估的数据

具有准确性，对于更多的评估方法也要不断进行学习，

相关企业应培养专业的人才进行技术研发，持续增强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及时更新现有的设备，充

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使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变得

更加科学、合理，进一步发展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5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水资

源的消耗不断增加，同时也给地下水资源造成了不可

避免的污染，不但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还会对农

作物种植质量和生产效率造成影响。因此，为规范地

下水资源的保护工作和开发工作，对地下水环境的影

响进行有效评价是很有必要的。在地下水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有效开展中，要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

行明确，进一步提升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质量，

持续增强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能力，还需要积极寻求

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问题所在，不断增强评估

工作的力度。为此，文章中笔者对于地下水环境影响

评价的关键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浅显观点，以期

能对地下水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工作提供有

益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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