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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下水资源不仅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命之源,而且还能够参与全球的水循环,通过水循环保
持全球水资源平衡,进而调节气候的稳定,同时地下水资源在保持生物多样性方面也具有关键作用。随着
社会快速地发展,人口的激增,导致水资源被过度索取,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发展中所面临的最突出的
问题之一。基于此,本文就地下水的污染特征及其防治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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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ndwater resources are not only an indispensable source of life in life, but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water cycle. Through the water cycle, the global water resources balance can be maintained and the
climate is stabilized. At the same time, groundwater resources are also critical in maintaining biodiversity effe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rapid increase in population, water resources have been
excessively demanded. Water shortage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problems facing my country'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oundwater pollution and its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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