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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环境问题不断加剧的情况下,环境保护的策略、方法和技术也要不断创新和完善。在这种背
景下,植物修复技术应运而生。该技术就是利用植物将有机毒物和无机毒物造成的土壤污染问题修复和
消除掉,可以极大的改善环境污染问题,本文就此进行了相关的阐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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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ase of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e strategies,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also be constantly innovated and improved.In this context, plant restoration
techniques came into being.The technique is to use plants to repair and eliminate soil pollution problems caused
by organic and inorganic poisons.The restoration method of organic and inorganic poisons is different, which
can harvest biomass, contribute to the recovery of valuable metals,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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