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

战略概论系列

消除贫困与地下水

关键信息
• 在发展中国家，地下水开发利用
与消除贫困密切相关

消除贫困与地下水之间的重要关联是什么？
本概论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水资源开发相关领域的更多人士关
注地下水对于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至关重要性。这是因为
地下水：

• 这是因为地下水通常是成本最低
和最可靠的饮用水源
• 水井建设中合理的工程设计、
采购和监管是充分利用地下水资
源的关键
• 水井在农村地区的消除贫困中尤
为关键，可大大减少女性取水所
花费的时间

• 广泛分布于相对较浅的深度因而开采成本较低；
• 通常天然水质良好，极少的处理即可降低健康风险；
• 在大多数含水层系统中储量大，季节稳定可靠性相对较
高；
• 便于使用者操作，尤其适合农村地区的小规模灌溉。
目前，水井的建造费用主要在10,000到20,000美元之间，
而深井（200-300 m）则更高（高达50,000美元）。
因此，相对富裕的社会成员更有可能拥有私人水井。然而，

• 小规模灌溉对群众脱贫也至关重
要，而利用水井灌溉可更好地控
制用水时间

与地表水（处理成本较高）相比，社区分担水井费用司空见
惯。 大多数资助机构发现地下水开发的成本要低很多，相
关投资也可分期进行。

• 人工钻井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降
低了在一些水文地质条件下的钻
井成本，从而有助于消除贫困

快速机械钻井技术运用于村庄新水井建造

本系列旨在将有关信息告知与地下水资源和水文地质学有主要关联的其他部门专业人员，
并指导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成员与相关部门的外联工作。

乌干达的年轻人在挑水

合理选址、建造和维护的水井可以显著减少女性
每天获取家庭用水的时间，为消除贫困做出重要
贡献。当家庭取水的部分任务落在儿童身上时，
将减少他们接受重要教育的时间。
在印度的部分地区，当前为200人的村庄钻一个
50米深的井并安装手动泵的成本仅需5,000美
元。即使考虑到12%的维护和分期成本，人均供
水成本也非常低。此外，相对于大多数地下水补
给速率，满足农村居民需求的水量非常小，低成
本的小口径井和挖井很容易就能满足需求。
人们可以使用低成本的手动泵或小型电动泵（容
量0.2-1.0升/秒）来取水。运用设计井的牢靠专
业知识，从大多数岩性地层都可以获得上述出水
量。然而，更大规模的供水（1-5升/秒）泵送至

这使得地下水成为社区组织、灌溉协会、发展型

供水分配罐和管网将是一个更严峻的挑战，并且

非政府组织，甚至一些城市水务部门的首选水

需要额外的专业知识。

源。因此，从总体上看，优质的地下水与地表水
相比，是更经济可靠的水源，更容易为较贫困人
群提供便捷的最低限度服务。

在布基纳法索安装水泵

地下水资源特性如何有利于农村地区供
水？
地下水是分散村庄的首选水源，因为它能以较低
的建设成本逐步开发，在干旱区尤其可靠。在所
有低收入国家和一些全年都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
水源的地区，水井已成为改善农村供水的主要来
源。因此，水井完全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GDs）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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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UPGRO计划
（英国政府资助）
UPGro（为贫民释放地下水潜力）计划是一项为期7年的研究工作，包括在12个国家实施的5个
大型跨学科应用研究项目，约125名研究人员直接参与。以下为项目参与者的一些重要观点：
• 大多数接受访谈的村民认为，在安装水井和手动泵后，生活变得更好。特别是农村女性疾病减少、
身体状况改善，取水的时间和疲劳感减少。然而，由于新的水源离村庄更近，儿童开始更多地参与
取水。
• 充分的经验证据表明，将改善地下水供应与农村农业社区的福祉联系起来，能提高饮用水供应的可
靠性和质量以及小范围灌溉用水的可达性。
• 低收入城市住宅区的数亿人依靠水井获取饮用水和其他家庭用水，但如何增强这些水源的管理极少
被关注。

合理的水井选址、设计、建造、水泵的选择和系

小规模灌溉可带来更为稳定的农作物产量和更具

统维护是确保水源和水资源可持续性的关键。

经济效益的农业生产，而且小规模灌溉用地下水

给予低收入国家农村人群最常见的服务提供模

更合适。水井便于所有者或经营者严格控制灌溉

式是社区管理，社区承担管理和维护供水的责

活动。因此，地下水灌溉是消除贫困的一项关键

任。选择钻井还是挖井取决于当地水文地质条件

举措，不仅可为家庭提供充足的粮食，还可出售

和可用的设备。目前印度一个深度10-15米和直

农作物作为收入来源。

径5-6米并配有离心泵的挖井成本约为1,500美
元，若选址合适，挖井将是一些村民的首选方
案，其维护更容易并可提供充足的水用于灌溉。

城市环境中地下水开发如何助力消除贫
困？

建议对所有设施进行系统的卫生检测，以确定潜
在的严重地下水污染危害（与现场卫生、牲畜马
厩和村庄排水有关）。有些地下水可能含天然有

在许多城市地区存在可用的含水层使通过管网系

害浓度水平的氟或砷或溶解态铁，需要专业知识

统发展低成本、高可靠度的地下水供水成为可

来诊断和消除此类问题，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去

能。管网系统应能使水务部门以补贴（社会）税

除有害物质可能是唯一的现实选择。如果地下水

费的方式为城市居民提供可靠的基础保障。水务

水质具有侵蚀性（低pH和高盐度），最好使用

部门在这方面不情愿往往是因为其关键人员缺乏

耐腐蚀的潜水泵部件，但这也可能受到技术难度

地下水开发的知识，而倾向于开发需要复杂处理

或资金阻碍的限制。

的大型地表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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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固完善的村庄手压井

水，尽管存在相关的城市污染隐患，一旦停止对
自主供水的持续投资，家庭将面临严重的供水问
题。
水井也被广泛用作城市周边园地栽培的常用水
源，这将有助于改善较贫穷家庭的食物供给。

人工钻井技术如何影响面向贫困人群的地
下水开发?
在地质条件适宜的地方采用人工钻探技术，与机
械化钻探技术相比，极大降低了钻孔的建造成
然而，也有人担心当前城市依靠私人水井自主供

本，使一些较贫穷的城市居民能够享有水井所有

给盛行，只会使较富裕的家庭受益，（因为富人

权并利用地下水自给自足。

能够负担私人水井的投资成本），并且长期而言
将对水务部门的收入和投资产生严重的影响，效

此外，手动钻井设备的高度便携性使其能够向更

果往往适得其反。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低收入

偏远的农村地区提供安全的地下水源，包括机械

国家的许多城市地区，至多有间歇性的管道供

钻探设备无法到达的河边社区。

不同用途的水井出水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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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人工建造手动泵水井

积极支持和参与才能有效开展工作。民间团体也
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水井安全得到保护，意
味着公民将会更健康、更具活力。
浅层含水层水井中的地下水通常更容易受到污
染。然而，大多数情况下，由于人力和财力受
限，难以常规监测大部分高度分散的水井。此
外，地下水供应质量主要取决于正确的水井选址
和施工工作，包括牢固安装卫生密封和地表底
座。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发现严重的天然地下
水水质危害或早已存在的地下水污染，将按要求
对水井进行水质调查，并根据其是否适于饮用或
烹饪而加以分类标识。

为什么地下水供给需要主动管理和保
护，以充分发挥其在消除贫困方面的作
用？
水质不合格是导致饮水者死亡或生病的直接原
因。应主动管理保护地下水资源不被严重污
染，减缓资源逐渐枯竭和水井出水量不足的问
题，以充分发挥地下水供给消除贫困的潜力。
此外，在一些国家大量的水井使用者长期受到
地质成因污染地下水（砷或氟过多）的危害，
这些问题应该及早发现。
关于管理和保护水井水源的社区教育十分重
要，由于缺乏相关教育，地下水供给质量可能
受到影响。如果在认知、管理和保护地下水资
源无法协同行动，地下水的可持续性将受到威
胁，难以发挥其对消除贫困和适应气候变化的
潜在贡献。
管理和保护地下水以供应饮用水的任务通常落
在当地监管机构肩上，但他们需要水务部门的

运输家庭用水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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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行动
• 水井若要成为社会中较贫困群
体的可持续性水源，就需要合理
选址、合适建造和充分维护
• 地下水资源的评估、管理和保护
亟待改进，以保障人类供水
•

携带生活用水的学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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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识别水质有问题并存在相应
健康危害的地表水源，在可行区
域用水井替代

• 工作重点应集中于查明并控制地
下水严重污染的潜在来源，识别
是否存在地质成因污染物（特别
是砷或氟），并在必要的时候向
水井使用者告知这些风险
• 虽然人力和财力普遍受限，难以
定期监测地下水，但为确认或否
认地下水的可饮用性，开展一些
水井质量调查工作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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