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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中医学系统思维、辨证论治、生态调理、阴阳、中药方剂等原理,配置的竹炭肥,具有治理
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土壤生态环境的功效。解决了目前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的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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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inciple in Bamboo Carbon
Fertilizer on Soil Heavy Metal Pollution
Yunlin Wan
Jiangxi Diyuankang Biotechnology Co. , Ltd.
[Abstract] Using the principles of TCM system thinking,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ecological conditioning, Yin and
Yang,Chinese medicine,the bamboo charcoal fertilizer has the effect of controlling soil heavy metal pollution and repairing
the soil ecological environment.It has solved the current technical problems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and soil restoration.
[Key words] bamboo carbon fertilizer; treatment of heavy metal pollution; renov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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