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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受到了各国的高度重视,包括土壤污染、水污染、
大气污染等,均需要得到有效的治理。在污染土壤的治理中,采取有效的生态修复措施,是改进土壤污染
程度的有力方案,利用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对污染土壤进行治理,保护生态环境,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对
污染土壤的危害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在污染土壤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 生态修复；治理；技术；污染土壤；应用
中图分类号：Q14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remediation technology in pollute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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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 has been
highly valued by various countries, including soil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air pollution, etc., which need to
be effectively controlled.In the control of polluted soil, taking effectiv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easures is an
effective plan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soil pollution. Using ecological remediation technology to treat
contaminated soil and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harm of
polluted soil and analyz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pollute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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