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申报项目公示 
 

项目名称：植物砷的赋存形态及其转化机制  

主要完成人：刘文菊、段桂兰、赵全利、耿丽平、蔡景竹  

项目简介： 

项目属于环境科学技术领域，涉及环境生物学、农艺学、土壤学等学科。 

砷通过植物性食品/药品进入人体危害身体健康，而砷形态与其生物毒性密

切相关，国际上已确认无机砷及其化合物为Ⅰ级致癌物，无机砷比甲基砷毒性更

强。明确植物中砷的赋存形态及其转化机制，对降低砷生物毒性，保障植物安全

性至关重要。在国家、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联合国内外从事砷生物地球化学

研究的中国科学院、英国洛桑研究所等一流科研团队，以药用植物和模式植物：

水稻、拟南芥为主要对象，围绕污染元素砷在植物中的主要赋存形态及其转化机

制开展了原创性研究。 

1.研究内容及发现点 

（1）针对药用植物砷形态分析，率先创建了 1% HNO3 浸提+微波辅助消解的前

处理方法。首次系统阐明了河北主要地产草药砷形态以无机三价砷 AsIII 和无机

五价砷 AsV为主； 

（2）通过砷酸还原酶的基因克隆和蛋白质功能分析，首次克隆并鉴定了水稻体

内 2 个砷酸盐还原酶基因 OsACR2.1 和 OsACR2.2； 

（3）率先证明敲除基因 AtACR2 并没有影响植物中砷的还原、累积和分布，并

报道植物体内 AsV还原除砷酸还原酶外，还存在其它还原路径； 

（4）首次证明植物本身不能将无机砷甲基化，阐明了植物中甲基砷源于土壤，

且土壤微生物主导了无机砷的甲基化过程； 

（5）首次揭示了外源硅调控水稻体内无机砷和甲基砷分配比例的机理，并筛选

出外源硅、硫、磷和有机质调控植物砷累积与分布的农艺措施。 

2.科学价值 

通过自主创建的分析方法系统研究了污染元素砷在草药中的形态，创新了药

用植物安全性评价方法和拓展了评价指标体系；植物中砷还原机制的创新性研究，

为筛选低砷水稻品种和降低砷毒性提供了新思路；研究揭示的土壤-植物体系中

甲基砷的产生、迁移规律，创新了植物体内砷形态转化理论，突破了自然界中砷



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关键环节；外源硅降低了水稻可食部位砷的累积且调控了水

稻籽粒中砷形态的分配比例，这对于通过施用硅调理剂减少污染物砷进入可食部

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3.同行引用及评价  

本项目发表SCI论文 14篇，其中 11篇均发表在汤森路透 JCR学科分区Q1期刊；

发表论文最高影响因子为 7.21，累计影响因子 64.9；总被引 436 次，总他引 366

次；在 SCI-E 中被引 361 次，他引 311 次；分别被 Science, PNAS, Trends in Plant 

Science, The Plant Cell, 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 128 类 SCI 刊源期刊引用，引证

期刊 SCI 影响因子累计达 469，影响因子 10 以上的达 6 类，最高影响因子 34.7；

8 篇代表性论文中，SCI 论文 7 篇，最高影响因子为 7.21，全部发表在汤森路透

JCR 学科分区 Q1 期刊上，在 SCI-E 中被引 239 次，他引 205 次，主要引文发表

在 Annual Review of Plant Biology, Trends in Plant Science, The Plant Cell, Nature 

Communic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Food Chemistry 等本领域国际知名期刊，最高影响因子 22.1。 

代表性论文、论著目录： 

序号 论文专著名称 期刊 年卷页码 

1 

Arsenic speciation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and human 

health implication for inorganic 

arsenic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出版年:2013 

卷: 172   页: 

149-154  

2 

Methylated arsenic species in 

plants originate from soil 

microorganisms 

New 

Phytologist 

 出版年: 2012 

卷: 193   期: 3   

页: 665-672    

3 

A CDC25 homologue from rice 

functions as an arsenate 

reductase 

New 

Phytologist 

 出版年: 2007 

卷: 174   期: 2   

页: 311-321   

4 

Silicon has opposite effects on 

the accumulation of inorganic 

and methylated arsenic species in 

rice 

Plant and soil 

出版年:2014

卷: 376   期: 1-

2   页: 423-431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24&SID=N1zHuLofsEDri8zh2dw&page=1&doc=1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24&SID=N1zHuLofsEDri8zh2dw&page=1&doc=1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24&SID=N1zHuLofsEDri8zh2dw&page=1&doc=1


5 

Knocking Out ACR2 Does Not 

Affect Arsenic RedoxStatus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Implications for As 

Detoxifica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Plants 

Plos One 

出版年: 2012

卷: 7   期: 8   文

献号: e42408    

6 

Influence of iron plaque and 

cultivars on antimony uptake by 

and translocation in rice (Oryza 

sativa L.) seedlings exposed to 

Sb(III) or Sb(V) 

Plant and Soil 

出版年: 2012 

卷: 352   期: 

1-2   页: 

41-49    

7 

 Evidence for a role of 

phytochelatins in regulating 

arsenic accumulation in rice 

grain.  

Environmental 

and 

Experimental 

Botany 

出版年:2011

卷:71  期: 3   页

: 416-421 

8 外源磷或有机质对板蓝根吸收

转运砷的影响 
生态学报 

2013,33(9), 
2719-2727 

主要完成人情况： 

刘文菊  全面负责项目的总体思路及方案的设计与实施。承担草药中砷形态分析

方法、砷存在形态、植物中砷的还原、甲基化及其调控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内容，

负责论文的撰写和项目的验收及结题等工作。对主要发现点中第 1, 3, 4, 5 项研究

成果作出创造性贡献，是第 1、2、4、5、6、7、8 篇代表性论文的作者，是第 1、

6、8篇代表性论文的责任作者。本人在该项研究中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70%。

河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排名第 1） 

河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排名第 1） 

段桂兰  主要负责水稻中砷酸还原酶基因的克隆与鉴定、水稻体内砷络合方面的

研究工作，负责部分论文的撰写和项目的结题工作。对主要发现点中第 2, 3 项研

究成果作出创造性贡献，是第 2、7 篇代表性论文的作者。本人在该项研究中的

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50%。 

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排名第 5），嘉兴市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 1） 

赵全利  主要负责草药样品的田间采集、板蓝根的土壤培养试验以及其他研究内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12&SID=N1zHuLofsEDri8zh2dw&page=1&doc=1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12&SID=N1zHuLofsEDri8zh2dw&page=1&doc=1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12&SID=N1zHuLofsEDri8zh2dw&page=1&doc=1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12&SID=N1zHuLofsEDri8zh2dw&page=1&doc=1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12&SID=N1zHuLofsEDri8zh2dw&page=1&doc=1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full_record.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qid=12&SID=N1zHuLofsEDri8zh2dw&page=1&doc=1


容中样品的采集和数据分析等研究工作，对主要发现点的第 1, 5 项研究成果作出

了贡献，是第 1、8 篇代表性论文的共同作者。本人在该项研究中的工作量占本

人工作量的 50%。河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排名第 3），河北省科技进步三

等奖 1 项（排名第 4） 

耿丽平  主要负责板蓝根的土壤培养试验以及其他研究内容中样品的采集和数

据分析等研究工作，对主要发现点的第 5 项研究成果作出了贡献，是第 8 篇代

表性论文的共同作者。本人在该项研究中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50%。河北省

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排名第 2） 

蔡景竹  主要负责省地产药用植物样品的采集与鉴定及相关的数据分析等研究

工作，对主要发现点的第 1 项研究成果作出了贡献，是第 1 篇代表性论文的共

同作者。本人在该项研究中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50%。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及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成果是第 1 完成人刘文菊与段桂兰、赵全利、耿丽平、蔡景竹等人协同合

作完成的，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如下： 

段桂兰，第 2 完成人，2007.01.01 至 2011.12.31 开展该项目的工作，合作完

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水稻籽粒中砷积累过程和生物毒性的调控机制（项目编

号 20777083）”。主要承担水稻中砷酸还原酶基因的克隆与鉴定、水稻体内砷络

合方面的研究工作，协助项目负责人整理资料、撰写论文和项目的结题工作。合

作发表 SCI 论文 5 篇，其中代表性论文 1 篇，第 7 篇。 

赵全利，第 3 完成人，2009.01.01 至 2013.12.31 开展该项目的工作，主要负

责草药样品的田间采集、板蓝根的土壤培养试验以及其他研究内容中样品的采集

和数据分析等研究工作。合作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稻米中甲基砷的主

要来源及土壤/水稻中砷甲基化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 41073074）”、河

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草药中砷的赋存形态及其生物可给性研究（项目编号

C2009000590）”，合作发表文章 5 篇，其中代表性论文 2 篇，第 1、8 篇。 

耿丽平，第 4 完成人，2010.07.01 至 2013.12.31 开展该项目的工作，合作完

成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草药中砷的赋存形态及其生物可给性研究（项目

编号 C2009000590）”，主要负责外源磷和有机质调控板蓝根吸收和累积砷的土壤



培养试验以及其他研究内容中样品的采集和数据分析等研究工作。合作发表代表

性论文第 8 篇。 

蔡景竹，第 5 完成人，2009.01.01 至 2013.12.31 开展该项目的工作，合作完

成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草药中砷的赋存形态及其生物可给性研究（项目

编号 C2009000590）”，主要负责省地产药用植物样品的采集与鉴定及相关的数据

分析等研究工作，合作发表代表性论文第 1 篇。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合作方式 

合作者/ 
项目排名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 备注 

1 论文合著 赵全利 /2
蔡景竹 /6
刘文菊/7 
( 通 讯 作

者) 

2009.01-2013.12 Arsenic speciation in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and human 
health implication for 
inorganic arsenic 

1.1.1  

  段桂兰/1 
刘文菊/3 

2007.01-2011.12 Evidence for a role of 
phytochelatins in 
regulating arsenic 
accumulation in rice 
grain 

1.1.7  

  耿丽平/2 
赵全利/3
刘文菊/5
（通讯作

者） 

2009.01-2013.12 外源磷或有机质对板蓝

根吸收转运砷的影响 
1.1.8  

2 科技成果

鉴定 
刘文菊 /1
赵全利/2 
耿丽平/4 

2009.01-2013.12 草药中砷的赋存形态及

其生物可给性 
5.1.1  

 项目验收 刘文菊/1 
蔡景竹/3 
赵全利/5 

2009.01-2011.12 中草药中砷的赋存形态

及其生物可给性研究 
5.1.2  

3 共同获奖 刘文菊/3 
段桂兰/5 

2004.01-2007.12 我国典型土壤污染现状

及修复原理研究 
5.1.3  

  刘文菊/1 
赵全利/3 

2004.01-2010.12 土壤-根际-植物体系中

砷迁移转化规律及调控

机制研究 

5.1.4  

4 著作合著 刘 文 菊 /
第三章 
段 桂 兰 /
第四、六

章 

2002.09-2013.12 农业环境中的砷及其对

人体的健康风险 
5.1.5 科 学

出 版

社 



知情同意报奖证明： 

 



 

 



 

 



 

申报等级：河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其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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