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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提升,而地下水作为我国重要的资源,人
们通过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对地下水的现状进行评价与分析,进而判断不同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时
还能够预测当地工业建筑开发项目对于地下水环境的影响程度。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部分地区的地
下水环境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同时还在持续恶化。本文将从构建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的原因、地下
水环境影响的不同因素、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以及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有效进行的策略四个
方面进行相关论述,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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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society, people's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Ground water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in China. People evaluat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groundwater through groundwate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then
judg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in different reg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predict the impact
of local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projects on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groundwater environment in some parts of China has been seriously polluted and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reasons of constructing the groundwate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mechanism, the
different factors of the groundwater environmental impact, the groundwate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 and the effective strategy of the groundwater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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