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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能够为农作物提供丰富的能源与养料,对促进农业产业的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工业废气的排放、人类生活污水的排放、汽车尾气的排放、过量使用农药等行为,都是造成土
壤重金属超标的重要原因。为了保证人们身体健康和正常的生活,必须要做好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治理工
作。鉴于此,文章就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技术及其修复效果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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