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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的今天,水体污染的问题备受关注,水污染的治理成为当前至关重要的
任务。生物强化技术的出现能够适当地解决水污染问题,在具体应用的时候,可以保证有效性。本文重点
分析生物强化技术的基本内容,明确其具体的来源,阐述在运用该项技术的时候对于水污染治理的深刻
影响,最后进行科学的总结与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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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ed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problem of water pollution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its treatment has become a crucial task at present. The emergence of biostrengthening technology
can properly solve the water pollution problem, which can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basic content of biostrengthening technology, clarifies its specific sources,
expound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nd finally makes a scientific summary and
in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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