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保护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土壤酸化过程的土壤化学分析
黄建瑾 张晶丽 余俊杰
杭州天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DOI:10.12238/eep.v4i2.1303
[摘 要] 在自然界的发展变化中,土壤有着很强的自我恢复能力。但是由于近年来人类对土壤的过度使
用和开发,导致了土壤的污染。其污染类型十分复杂多样,其中土壤酸化是主要的一项。酸化原因多为农
业种植时的过度使用与空气中酸性物质增加导致的酸雨形成。近年来,我国已经加强了对土壤酸化的治
理,但是由于资金投入与治理技术等问题的限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本文主要
通过具体阐述土壤酸化的原因与其化学分析,来提升对土壤酸化的认识与监测,从而为土壤修复工作提
供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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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nature, soil has a strong self-recovery ability. However, the
excessive use and development of soil by humans in recent years caused soil pollution. The types of pollution are
very complex and diverse, of which soil acidification is the main one. The cause of acidification is mostly the
formation of acid rain caused by the excessive use of agricultural planting and the increase of acidic substances in
the air. In recent years, my country has strengthened the treatment of soil acidification, but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actual work.
This article mainly elaborates on the causes of soil acidification and its chemical analysis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and monitoring of soil acidification, so as to provide data reference for soil remedi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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