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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自身会产生抑制其他竞争性微生物生长的抗生素。为了更好地生存，

微生物进化出了与抗生素耐药性相应的遗传机制和生化机制，由于微生物之间频

繁发生遗传物质互换，抗生素耐药机制在物种之间已广泛传播。然而，自 1940

年代以来，人类开发出了新的抗生素，其使用量也逐年增大：在 15 年内，全球

抗生素消费量增长了 65％，且主要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目前，这种全球性的抗

生素大规模使用现象已经是主要的公众健康隐患。某些对人类和动物致病的细菌

已经对制药工业开发的大多数抗生素分子产生耐药性。除此之外，施用于人和动

物的抗生素以及选自这些宿主的抗性细菌已在环境中广泛传播。细菌向着抗生素

耐药性增强的方向进化。菌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在环境、动物或人类宿主间永远存

在。因此，对抗抗生素耐药性的斗争需要全面考虑。抗生素作用于不同宿主的效

果难道不应该考虑在内吗? 

1. 细菌的抗生素耐药性：一个全球性的健康威胁 



 

图一.抗生素靶点和细菌耐药机制。这张图展示了抗生素的主要作用靶点和细菌对抗生素耐

药的主要机制。列出了每种情况下相关的抗生素家族。 

[来源：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2.0 Generic License.] 

 一项数据警醒研究人员关注抗生素耐药性可能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2015

年，全球每天消耗 423亿剂量的抗生素。抗菌素耐药性定义为某些细菌对一种或

多种抗菌素的抵抗能力。它对应于这些细菌基因组中存在的编码这种抗性的基因。

细菌对特定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主要生化机制有四种: 

⚫ 细菌膜对这种抗生素的不渗透性； 

⚫ 细菌将侵入的抗生素外排； 

抗生素靶点 抗生素耐药性机制 

细胞壁：β-内酰胺类 万古霉素类 流出：氟喹诺酮类 氨基糖甙类 四环素类  

β-内酰胺类 大环内酯类 DNA/RNA 合成：氟喹诺酮类 利福霉素类 

叶酸合成：甲氧苄氨嘧啶类 磺胺类 不渗透性：四环素类 甲氧苄氨嘧啶类 磺胺

类万古霉素类 

细胞膜：达托霉素类 靶点修饰：氟喹诺酮类 利福霉素类 万古霉

素类 青霉素类 大环内酯类 氨基糖甙类 

蛋白质合成：利奈唑胺类 四环素类 大环内

酯类 氨基糖甙类  

灭活酶：β-内酰胺类 氨基糖甙类 大环内

酯类 利福霉素类 



⚫ 通过对细菌靶点的定量或定性修饰，降低抗生素对其靶点的亲和力； 

⚫ 以及细菌酶使抗生素失活。 

 
图 2. 接合和转导。结合（左）。1. 供体细菌具有受体细菌所没有的接合质粒。2. 供体细

菌通过菌毛与受体细菌建立接触。3.供体细菌复制其质粒并将其转移到受体细菌。4. 受体

细菌获得了新的质粒基因，同时自身也成为供体细菌。转导(右)。1. 病毒(噬菌体)感染细

菌。2. 病毒基因组合并到细菌基因组和病毒复制。3.包含细菌基因组片段的病毒包衣。4. 

被这种噬菌体感染的新细菌。5. 病毒将细菌基因组片段从供体细菌传播到受体细菌。6. 

受体细菌整合了供体细菌片段，从而赋予它新的特性(毒性、抗生素耐药性等)。 

[来源: 左侧翻译自 By derivative work: Franciscosp2 (talk) Bacterial_Conjugation_en.png: Mike 

Jones (Bacterial_Conjugation_en.png) [CC BY-SA 2.5], via Wikimedia Commons ; 右侧翻译自

By Reytan with modifications by Geni & Toony (common Image: Transduction (genetics)en.svg)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 

图 1 概述了抗生素的作用靶点和细菌对这些分子的耐药性机制。 

在某些种类的细菌中，抗菌素耐药性机制是稳定的，并影响大多数菌株：也

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然抗菌素耐药性。相反，获得性抗生素耐药性发生在通常对某

种抗生素敏感的某些细菌菌株获得了对该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遗传机制时。获得

新的抗生素耐药性可能与影响耐药性特性或表达水平的基因突变有关（参见

Genetic Polymorphism and Variation）。这也可能是获得新的耐药性基因的结果。

事实上，可移动的遗传元件[1](质粒、转座子、整合子等)可以在相同或不同种类

接合：1.质粒 菌毛 细菌 染色体 2.供体细菌 受体细菌 3.松弛体 转染体 4.新的供体 旧的

供体 转导：1 噬菌体 细菌 5.病毒 DNA 细菌 DNA 6.重组基因组的细菌 



的细菌之间交换。这些交换通过水平基因转移机制[2]（接合、转化、转导、转座）

进行（图 2 和 3）。所有存在于致病性或非致病性微生物中的抗生素耐药性基因

都构成了耐药组。 

 

图 3. 转化和转座。转化(左)。Ⅰ. 细菌 A 在它的环境中释放一个基因(活性机制或细菌的

裂解)。Ⅱ. 细菌 B 捕获这个外源基因并将其整合到细胞质中。Ⅲ. 细菌 B 将这个基因整

合到它的基因组中(本例中是质粒基因)。Ⅳ. 细菌 B 具有编码例如抗生素耐药性的新基

因。转座(右)。1. 供体 DNA 包含一个由两个插入序列(IS)组成的转座子。这个转座子可

以包含编码不同功能(毒力、抗生素耐药性等)的多个基因。2. 转座酶与 IS 结合。3. 形成

转座复合体。4. 转座子被切除。5. 这个转座子移动到目标 DNA 位点，在同一复制子(染

色体或质粒)上，或在另一个复制子上(例如从染色体转移到质粒上)。6. 转座子插入目标

DNA，赋予其新的特性。 

[来源：左边改编自 By Sprovenzano15 [CC BY-SA 3.0], from Wikimedia Commons; 右边改编

自 Alana Gyemi [CC BY-SA 4.0], from Wikimedia Commons.] 

 在过去的 80 年里，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导致了新的抗生素耐药性机制的选择

和种间转移。这些耐药性在同一种细菌中的积累会导致多药耐药性(对多个抗生

素家族产生耐药性，MDR)，甚至是完全耐药性(对所有可用抗生素产生耐药性)。

这两种情况会导致治疗上的僵局。一些经常参与人类病理学并且通常对多种抗生

素具有耐药性的细菌统称为“ESKAPE”[3]。“ESKAPE”包含屎肠球菌、金黄色

转化：细菌 A，细菌 B 1.chromosome 染色体;2.transferred gene(G)转移的基因（G）;3.restriction 

enzyme 限制性内切酶;4.DNA ligase DNA 连接酶;5.bacteriumA plasmid carrying the gene G 

携带基因 G 的细菌 A 质粒 6.bacteriumB plasmid integrating the gene G 整合基因 G 的细菌 B

质粒 

转座：insertion sequence 插入序列; donor DNA 供体 DNA；transposon 转座子; transposase

转座酶; transposase fixation 转座酶固定; transposition complex formation 转座复合物的形成; 

excision 切除; recognition of the target DNA site 识别靶 DNA 位点; target DNA 靶 DNA; 

transposon insertion in the target DNA site 转座子插入靶 DNA 位点. 



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肠杆菌和最近发现的

其他肠杆菌科(表 1)。 

细菌种类 重要的抗生素耐药性机制 主要的失活抗生素 

屎肠球菌 VanA, vanB 糖肽耐药性(万古霉素) 

金黄色葡萄球菌 MecA, mecC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对大多数β-内酰

胺耐药 

肺炎克雷伯氏菌 超广谱β-内酰胺酶 (ESBL)

和碳青霉烯酶 

大多数β-内酰胺化合物 

鲍氏不动杆菌 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

碳青霉烯酶，和外排系统 

大多数β-内酰胺化合物和

多药耐药性 

绿脓假单胞菌 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

碳青霉烯酶，和外排系统 

大多数β-内酰胺化合物和

多药耐药性 

肠杆菌属(和其他肠道菌) 超广谱β-内酰胺酶 (ESBL)

和碳青霉烯酶 

大多数β-内酰胺化合物 

抗菌素耐药性目前是一个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需要依靠国际（包括世

卫组织）和国家控制计划的发展。尽管已有大量关于人类和动物作为这些抗生素

耐药性来源库的相关研究，但直到最近才认识到环境在抗生素耐药性的出现和传

播中起到的作用。 

2. 环境：古老的抗生素耐药性来源库 

许多环境微生物（主要是细菌和真菌）可以自发地产生抗生素，这使得它们

比其他环境物种更具选择性生长优势。这些微生物具有编码抗自身抗生素的耐药

性机制的基因。它们可以把这些耐药性基因传递给后代（垂直传递）[4]。不产生

抗生素的微生物也可能自身携带抗生素耐药性基因或从头合成。在细菌中，相同

或不同物种的个体之间存在许多遗传交换（水平传递）。生活在环境中的细菌之

间，抗生素耐药性的传播可能从很久以前（几十亿年）就开始了，并持续到今天

[5]。这些耐药性可以从环境细菌传播到定植于人类和动物身上的细菌。例如最近

出现的 CTX-M 型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或对氟喹诺酮类药物（qnr 基因）

产生耐药性的新机制[6]。 

3. 人造抗生素释放到环境中 

20世纪初的重大标志是发现并大量生产天然抗生素（从生产这些分子的微生

物中提取）或通过化学合成获得抗生素。天然抗生素包括β-内酰胺类抗生素（包



括青霉素）、氨基糖苷类、四环素类和大环内酯类。其中大部分天然分子经过化

学修饰，成为半合成抗生素和合成抗生素。磺胺类和喹诺酮类是人类直接合成的

药物分子。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现在，人类和动物使用的抗生素呈指数级增长，

相当于向环境中释放了数百万吨抗生素。抗生素对环境的污染主要有三种来源: 

⚫ 工业抗生素生产厂将其生产的部分抗生素分散到它们的水生环境中; 

⚫ 饲养用抗生素治疗过的养殖动物; 

⚫ 接受抗生素治疗的人。 

3.1. 抗生素生产工厂 

抗生素生产工厂通过废水排放向外释放了大量的抗生素。在大量生产抗生素

的国家，特别是在欧洲、美国、中国和印度，目前在环境污染方面的监管限制是

不够的。在一些生产工厂的废水中检测到抗生素浓度超过 1 毫克/升[7]。这些浓

度对环境微生物群落有显著影响。此外，这些抗生素在环境中广泛传播，污染地

下水。 

3.2. 兽医使用的抗生素 

养殖动物(很少包含野生动物)的抗生素使用约占抗生素总产量的 60%，并且

还在持续增加
[8]
。全世界每年施用于牲畜、低地动物和水产养殖的抗生素超过 10

万吨[9]。最常用的抗生素是四环素，其次是青霉素和磺胺类。然而，β-内酰胺类

抗生素、氨基糖苷类、氯霉素类、大环内酯类和糖肽类也同样受到关注。用于人

类和动物的抗生素属于同一家族，因此也会被相同的抗菌素耐药性机制失效。抗

生素用于治疗和预防饲养动物的传染病(抗生素预防)，或者作为食物补充剂。为

了治疗和预防细菌感染，即使只有少数动物生病，抗生素也经常被添加到饮用水

或整个农场的饲料中。系统地使用抗生素作为饲料补充剂(尤其是家畜、家禽、

鱼类等)是为了提高牲畜的生产力(例如，就生产肉的量而言)。 

数十年来，这种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抗生素的做法占绝大多数。目前这种做法

在欧洲禁止使用，但在许多国家仍然存在。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定植于这些动物消

化道内细菌(如大肠杆菌)产生抗生素耐药性的主要原因。大多数从这些动物中筛

选出来的耐药细菌可以通过与人类接触或被污染的食品传播给人类。此外，施用



于动物的抗生素也以活性形式存在于它们的粪便中。这些农场的废水通常直接排

放到水环境中，或未经事先处理就用于灌溉作物。 

3.3. 人类对抗生素的使用 

人类使用抗生素治疗传染病或预防传染病（抗生素预防）。全球人类每年消耗

相当于数百亿单位剂量的抗生素。β-内酰胺类抗生素（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

碳青霉烯类）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抗生素（约占人类消费的 60%）。四环素类、大

环内酯类和氟喹诺酮类药物的使用量也很高。大约 80%的抗生素用于社区，20%

用于医院。然而，由于抗生素广泛的使用范围和选择性耐药细菌在人与人之间高

风险的传播[10]，卫生保健机构在细菌耐药性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按规定

给感染者开的抗生素没有被使用，因此和我们的日常废物一起释放到环境中。 

更重要的是，人类吸收的大多数抗生素都以活性形式通过尿液和粪便排出。

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抗生素直接分散在大地-水环境中。在拥有废水处理基础设

施的国家，这些抗生素的很大一部分在废水处理厂中被发现[11]。在一些处理厂的

废水中检测到浓度大约 µg/L级的抗生素（β-内酰胺类、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

氟喹诺酮类等）。这些抗生素被生物降解，在污水污泥中被吸收，或在工厂废液

中被原样清除。污水污泥可用于农田施肥，废水排入水环境（河流）。在这两种

情况下，活性抗生素被释放到大地水环境中。 

⚫ 抗生素在环境中的残留浓度 

在一些水生和陆地环境中检测到的抗生素浓度从每升水或每克土壤中纳克

到微克不等。在一些地下水中也测出了类似的浓度。这些抗生素在污染后会在环

境中持续存在一段时间，从几天（如β-内酰胺抗生素）到几个月（如氟喹诺酮

类和四环素类）不等。因此，对于后一种分子，如果环境污染是永久的或频繁的，

就会出现积累现象。在海洋环境中也可以检测到抗生素残留。最后，有时在饮用

水中也可以检测到大约纳克每升的抗生素浓度残留。 

4. 来源于人类和动物的新型抗生素耐药性基因释放到环境中 

对人和动物施用的抗生素从其共生菌群（其微生物菌群）中选择对这些分子

最有抵抗力的细菌种类和菌株。（参见 Human microbiots: Allies for our health）。 



抗生素还通过在细菌 SOS系统中诱导，促进编码抗生素抗性的基因突变和水

平基因转移。这种现象在菌群丰富，细菌种类多达几千种的肠道中尤为重要(图

4)。 

 

图 4.消化道的微生物群。在口腔、口咽、回肠末端和结肠的微生物群丰富多样。由于胃部

的强酸性环境，这里的微生物群相对较少。厌氧细菌（在无氧情况下繁殖）在结肠中广泛

存在。 

[Source: Adapted from By Mariana Ruiz, Jmarchn, Translated in French by Moez [Publicdomain], 

from Wikimedia Commons.] 

 人和动物向环境中传播构成他们共生菌群的细菌，特别是那些携带抗生素耐

药性基因的细菌。有些细菌种类可以在环境（水、土壤、被污染的物体等）中存

活很长时间。废水处理厂由于人类活动而聚集了大量的废水，聚集了大量耐药细

菌及其抗性基因。严重污染的污泥常被用于农业用地施肥。净化后仍不达标的水

被释放到环境中，而这些水仍然含有细菌和抗生素耐药性基因。因此，这些污水

处理厂是由新型抗生素耐药性基因引起的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5. 环境中出现的新的抗生素耐药性物种 

Number of bacteria 细菌数量; major bacterial phyla 主要细菌门; mouth and oropharynx 口腔

和口咽; stomach 胃; duodenum 十二指肠; colon 结肠; jejunum and ileum 空肠和回肠; 

Firmicutes 厚壁菌门：梭菌，肠球菌，葡萄球菌群，链球菌，乳杆菌… 

Bacteroidetes 拟杆菌门：细菌，卟啉单胞菌… 

Actinobacteria 放线菌门：棒状杆菌，丙酸杆菌，双歧杆菌… 

Proteobacteria 变形细菌门：大肠埃希氏菌，假单胞菌，奈瑟菌… 



大地-水环境是一种富含微生物的培养基，其多样性仅得到部分表征。近来对于

细菌的宏基因组学研究导致许多新物种的发现。他们还表明，超过 99% 的环境

细菌物种不能用目前的方法培养[12]。 

这种环境正日益受到对人类或动物源性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细菌、编码这些

耐药性的基因以及人类制造的抗生素的污染。植物会吸收其中一些抗生素，尤其

是那些经废水处理厂（已经被这些分子污染）的灌溉用水和污泥培养的作物。虽

然环境中残留的抗生素浓度通常很低，但它们对天然微生物菌群的选择压力逐渐

增加。这种选择压力促进了天然物种和污染物种之间抗生素抗性基因的水平交换，

特别是在生物膜中丰富多样的细菌种群中。这些微生物的天敌，自由生活的原生

动物(特别是变形虫)，也促进这些基因交换。 

总而言之，环境中已经具备新的抗生素耐药性出现的条件，无论是在自然环

境中的细菌菌群中，还是能够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人类和动物菌群中。 

6. 环境是人类和动物中新抗生素抗性的来源 

来自大地-水环境的微生物经常定植在人类和动物身上。这种定植可以通过

在日常活动中与该环境接触而直接发生，也可以通过摄入被污染的饮用水或食物，

或接触被污染的物体等间接发生[13]。人和动物的共生微生物菌群充当微生物屏障，

可防止适应性较差的外来物种感染。尽管如此，许多人类和动物的细菌物种仍在

环境中生存，因此，可以重新污染这些宿主。另一方面，环境中承载的微生物可

以在人和动物的皮肤和粘膜中定植。这种定植可以是短暂和短期的(几小时或几

天)，或者更长时间(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在此定殖过程中，外源菌群和内

源共生菌群之间可以发生遗传交换。由于消化菌群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而且许多

环境微生物被摄入后在肠道内的携带时间也很长，这些遗传交换在消化菌群的水

平上尤为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耐抗生素的细菌也经常对包括重金属(银、铜、汞等)和生物

杀菌剂(乙醇、甲醛、洗必泰、三氯生、季铵盐等)在内的抗菌剂产生耐药性。抗

菌剂造成的环境污染利于筛选携带抗生素耐药性的微生物。两种现象可以帮助我

们理解抗菌剂对携带抗生素耐药性菌株的筛选（或抗生素对抗菌剂耐药性的筛

选）: 

⚫ 抗生素和抗菌剂的耐药性遗传机制由相同的遗传载体（特别是质粒）携带；



细菌暴露于抗生素或抗菌剂会选择对这两种化合物都具有耐药性的菌株：这

就是共同耐药； 

⚫ 相同的遗传机制（例如编码外排泵）导致对抗生素和抗菌剂产生耐药性; 在

这些分子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存在时，交叉耐药现象引发了对两种耐药性的选

择。 

7. 整合与展望：更好地理解与环境和集约化畜牧业相关的风险 

 

图 5. 抗生素、耐药细菌及其耐药基因对环境的污染。人类和动物(家畜、家禽、养殖鱼类

等)的共生菌群和致病性菌群受到社区、护理机构和家畜抗生素选择的压力。因耐抗生素而

选择的细菌在环境中直接或通过污水处理厂传播。这些耐药细菌在人类和动物之间传播(直

接接触、食物等)。环境本身就是细菌产生新的抗生素耐药性的一个来源，这些细菌可以污

染人类和动物。 

Cattle, fish farming, farmers, health-care facilities, 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 plant, 

community, waste water treatment plant, environment, food, abattoir workers, poultry 

牛，养鱼，农民，卫生保健机构，制药厂，社区，废水处理厂，环境，食品，屠宰场工人，

家禽 



 抗菌素耐药性是一个复杂而长期存在的现象，由于三个主体的共同作用，它

已经成为人类和动物健康的一个主要问题：1/几十年间抗生素的过度使用；2/基

因组的高可塑性以及细菌对这些分子施加的选择压力的适应性；3/在环境、动物

和人类三种主要抗性基因库之间永远存在遗传交换(图 5)。 

大量而迅速的国际贸易(人类、动物、食品)使这种情况恶化。环境受到来自

人类和动物的耐药微生物以及抗生素残留浓度的污染。这两种类型的污染促进了

新的抗生素耐药性的出现和它们在细菌物种之间的转移。 

由于人、动物和环境三者之间存在很强的相互作用，耐药性遗传机制的传播

是一种快速而重要的现象。与其他环境污染物(其他药物、化学品、重金属等)相

比，这种污染具有能在人类和动物群体中传播的特征。事实上，耐抗生素细菌在

人与人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和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传播不仅解释了这种污染的单

独效应，也解释了这种污染的群体效应。在防治抗菌素耐药性出现和传播的方法

中，尤其重要的是: 

⚫ 减少和优化抗生素的总使用量; 

⚫ 避免或至少限制抗生素和携带耐药性基因的细菌在环境中的传播，特别是从

重要来源(医院、抗生素制造厂、集约畜牧业、水处理厂等)的传播; 

⚫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水平和发展水净化系统; 

⚫ 更好地监测抗生素及其耐药基因对环境的污染[14]、[15]。 

8. 要点 

⚫ 全球抗生素的消耗量是每天数十亿剂量，而且还在增加。 

⚫ 人类和动物使用的抗生素极大地改变了它们的共生微生物群落，并筛选出了

对这些分子越来越耐药的细菌菌株。 

⚫ 人类和动物致病菌的适应能力与其基因组可塑性的联系，使他们不断发展和

交换新的抗菌素耐药性机制。 



⚫ 人类和动物消耗的抗生素以及具有抗菌素耐药性机制的细菌以活性形式分

散在环境中。 

⚫ 环境是许多细菌种类和抗生素耐药性基因天然的来源库，人类和动物源的污

染使其不断丰富。 

⚫ 在人类、动物和环境之间永远存在的交流，会使抗生素耐药性的出现和传播

长久地持续下去。 

⚫ 有必要开发新的抗生素和新的治疗策略来对抗抗生素耐药性，也有必要减少

和优化目前人类和动物抗生素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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