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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的发现对于人类改善健康或治愈疾病

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被广泛应用于动植物疾病

预防/治疗及动物养殖中。但是，抗生素的广泛使

用伴随而来的耐药性的产生和传播逐步成为全球
[1-2]疾病防控面临的巨大问题 。作为一种新型污染

物 ， 抗 生 素 抗 性 基 因 （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ARGs）在各个环境介质中广泛分布，如土

壤、水体、沉积物等，并通过基因水平转移
[3]（Horizontal Gene Transfer，HGT）  在环境微生物

中广泛传播。特别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一旦土著

微生物获得抗性基因，因良好的环境适应性，会

以超过亲代菌株的效率来扩散这种抗生素抗性，

对生态安全造成风险。抗生素抗性基因已引起人们

越来越多的重视。

作为21 世纪威胁人类健康的最重大挑战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将在全球范围内部署防控抗生
[4-5]素抗性基因(ARGs) 。文章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

基础上，对环境中抗性基因来源、残留水平、检测

方法和风险评价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深入讨论。

1　环境中抗性基因的来源

抗生素的大量使用是环境中抗性基因存在

的根本原因，而微生物通过低于致死剂量的抗生

素基因诱导产生新突变以及通过基因转移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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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性，特别是基因水平转移作用（HGT）对抗
[6-7]性基因传播影响很大 。通过与细胞中可移动遗

传因子(mobile genetic elements, MGE)（如质粒、

转座子、基因盒等）结合，抗生素抗性基因可在

不同细菌群体间传播，从而使得更多的微生物获

得对该抗生素的抗性。国外研究[1]表明，有多达

87种的细菌可以结合细胞外游离的DNA。这些携

带抗性基因环境中游离存在的DNA 分子在特定

条件下，可能与环境中的微生物细胞之间发生基

因水平扩散，将抗性基因转移到完整的细菌体

内，使得ARGs在细菌间发生水平基因转移。基

因水平扩散过程其过程包括被转移的遗传物质在

供体中进化、遗传物质通过载体发生直接或间接

地进行转移以及遗传物质在受体中长期存在过
[2]程，从而实现水平基因转移 。

抗生素抗性基因在欧洲、北美等世界各地

均已广泛检出，我国也不例外，如在珠江、温榆

河、东江、苕溪及海河等地也均检测到不同程度

的抗生素抗性基因的污染，水体中常见抗生素抗

性基因检出现状见表1。

表1　水体中常见抗生素抗性基因检出现状

抗生素生产企业污水、医院废水、畜牧业、

水产养殖、人畜粪便和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水被认

为 是 环 境 中 抗 生 素 抗 性 基 因 的 主 要 来 源 。
[13]Almendares河流 沉积物检测结果表明河流沉积

物中的ARGs的丰度随着制药厂数量和人口密度

的增加约增长了3个数量级。欧洲和北美国家的

医疗废水中均检测到抗性基因，表明医疗废水成
[11, 14-15] [16]为抗生素抗性基因库 。罗义等 认为由于抗

生素的大量使用，在养殖动物肠道内诱导出抗性

菌株，并成为了环境中ARGs最重要的来源。吴
[17]楠等 利用PCR技术对北京一规模化养猪场周边

土壤的微生物DNA进行检测，检测到5种四环素

抗 性 基 因 ， 定 量 结 果 显 示 tet(W)的 含 量 最 高
8 -1 [(2.16±0.20)×10 copies·g (干土)],比含量最低

6 -1的tet(B/P)[(2.89±0.54)×10 copies·g  (干土)]高出

约两个数量级，曾被报道广泛存在于猪和牛的肠

道中抗性基因tet(W)、tet(T)、tet(M)、tet(O)含量均

较高，显示抗性基因很可能是通过养殖动物传播

到周围土壤中土著微生物。抗性基因在水产养殖

区沉积物中也被监测到，表明在水产养殖业的大

量 使 用 抗 生 素 活 动 使 水 产 养 殖 区 可 能 成 为

ARG [18-19]s的暂时存储库 。抗生素抗性基因随医疗废

水、制药业废水和动物养殖场污水等进入污水处理

系统后，目前现有的水处理技术尚无法做到对许多

抗生素类物质的明显去除，大量研究结果均表明，

污水处理厂的进水、出水及活性污泥中检测到的耐
[20-22]药抗性菌株或抗性基因浓度也较高 。

2　环境中抗性基因的传播

　　环境中残留的抗生素，会对周围微生物带来

刺激，从而引起环境微生物体内抗性基因的产生
[23-25]和选择 。通过结合、转移、转到等方式抗性

细菌携带的抗性基因可转移到敏感菌株上，携带

抗性基因的DNA可以在相同或不同种属的细菌间

相互传播，并在不同环境介质中扩散。环境中抗

生素抗性基因的潜在传播途径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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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环境中抗生素抗性基因潜在的传播途径

人类活动与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传播密切相

关。沉积物中抗性基因丰度远高于水体中，喹诺

酮类、磺胺类和四环素抗性基因在沉积物检出率
[26]较高。Zhang et al 通过在太湖和长江南京段检

测发现太湖沉积物中ARGs的浓度比水中约高

4~5个数量级，并且在长江南京段水中四环素类
[27]抗 性 因 子 的 浓 度 明 显 上 升 。 Pei et al 在 美 国

Cache La Poudre河流沉积物中发现四环素和磺胺
[28]类的抗性基因。Cummings et al 在Tijuana河口的

表层沉积物中检测出多种喹诺酮抗性基因。

溶解度、固-液分配系数和表面电荷等是抗

性基因在污泥中的残留浓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例

如，虽然使用上相对并不广泛，但四环素类抗生

素和氟喹诺酮类抗生素在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中
[29]的残留浓度高于β-内酰胺类和磺胺类抗生素 。

其它抗生素抗性基因也有检测。Thevenon, F在日

内瓦富营养化的沉积物发现5种抗生素（β-内酰

胺类，链霉素/大观霉素，四环素，氯霉素和万古
[30] [6] 霉素）浓度范围为0.12%~4.6％ 。LUO et al 采

用定量PCR技术在海河天津段底泥中并未检测到

四环素类抗性基因，却检测到高含量的磺胺类抗

性基因。

很多研究表明抗性基因丰度在水体和沉积物

间，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张瑞泉在对西枝江-东

江流域10个采样点的水样及沉积物样品中均磺胺

类抗性基因，表明检测的ARGs 在水环境中是广
[31]泛存在 ，相对丰度的回归分析表明，抗性基因

的相对丰度水平在水相和沉积物相之间显著相
[6]关。海河流域的检测有相似结果 。

3　沉积物中抗性基因的检测方法

由于沉积物成分复杂，常规污染物浓度较

高，而环境中抗性基因的残留浓度通常很低，因

此给沉积物样品中抗性基因的测定带来很大难

度，难以采取传统的细菌培养法来评价。基于分

子生物学手段的发展和分子示踪技术的不断完

善，因其快速，灵敏，特异性高而被广泛应用于

抗生素抗性基因的研究。

3.1　细菌培养法

　　微生物培养方法是研究ARGs的传统方法，

最初是基于最小抑制浓度药敏试验，现在多采用
[32-33]纸片法 ，并根据美国临床标准委员会推荐的

K-B琼脂法进行药敏试验：即把含有定量抗菌药

物的纸片贴在已接种待检菌的琼脂平板上，纸片

中所含的药物吸取琼脂中的水分溶解后会不断地

向纸片周围区域扩散，形成递减的浓度梯度，在

纸片周围抑菌浓度范围内待检菌的生长被抑制，

从而产生透明的抑菌圈。抑菌圈的大小反映判断
[34]微生物对抗生素的抗性水平

3.2　普通PCR技术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技术是放大扩增特定的DNA或RNA片段的分子生

物学技术。该方法不需要对微生物进行分离培

养，可直接检测环境样本中的抗性基因。该方法快

速、灵敏、准确，能将目的基因扩增放大几百万

倍，被广泛应用于纯菌株和环境样品中各种抗生

素抗性基因的检测。为节省更多时间和精力，现

在常采用多重PCR(multiplex PCR)方法，即将多对

引物应用在同一个PCR 反应体系内，同时扩增多

个不同的抗性基因片段，以减少结果误差。

3.3　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

由于普通PCR 技术不能做到准确定量，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技术作为研究手段，它是

通过荧光标记探针把核酸扩增、杂交、光谱分析

和实时检测计算技术结合起来，在PCR反应体系

中加入荧光基团，利用荧光信号积累实时监测整

个PCR进程，以荧光化学物质测每次PCR循环后

产物总量的方法，通过内参或者外参法对待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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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的特定DNA序列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实时

荧光定量PCR技术的发展和完善，可以更为直观

的分析抗性基因在环境中的变化，为抗性基因在

环境中分布及迁移转化研究提供了方法学上的可
[35]能 。

传统的荧光定量PCR方法大多只集中于对四

环素类和磺胺类等几种抗性基因上，限制了人们
[36]对环境中抗性基因分布的认识 。而最新的高通

量荧光定量PCR技术在抗性基因分析的数量和种

类上有了重大突破，可同时对上百种抗性基因或

多个样品进行定量分析。 将高通量荧光定量

PCR在施用猪粪堆肥的土壤样品的可检测并定量

分析244种抗性基因，这些抗性基因涵盖了目前
[37]已知的主要抗性基因类型 。

此外，部分研究采用变梯度凝胶电泳(PCR-
[38] [39] DGGE)技术、DNA杂交技术 和DNA芯片技术

等技术对环境样品中的抗性基因进行检测。

4　沉积物中抗性基因的风险评价方法

抗性基因的出现和扩散，已对人类健康造成

威胁，抗生素残留已成为日益突出的环境问

题。由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抗生素残留可在

不同环境介质中和生物体内迁移和转化，由其

所诱导的抗性基因也由此具备了高度的迁移性

和活性。

　　目前有关环境中的抗生素菌群及抗性基因

对人类及动物健康的风险评价方法还较少，主
[40]要的研究方法还是采用流行病学方法 。环境中

的抗生素对人类健康的风险评估建立在传统的

化学风险评估，其风险评估方法源自基于耐受

数据的每日允许摄入量（ADI），进而建立与之
[41]对应的基于最小选择性的浓度（MSC） ，将其

定义为一种抗生素的最低环境风险浓度。美国

EPA建立了一个通用的框架来进行微生物风险评

估（MRA），规定了一套灵活的方式，方法和工

具的使用，以经典的化学风险评估为依托用以开

展微生物风险评估并针对特定微生物的风险，

并考虑了二次传播、抗生素免疫、以及微生物增

长和微生物死亡等方面。其框架包括：①问题描述

（危害、风险设置、途径）； 危害的暴露评估②

（ARB， ARG）； 剂量反应评估，对风险的剂量③

和pARB感染人类之间的关系量化； 综合评价。④
[42]在此基础上，Ashbolt et al 提出了人群健康风险评价

体系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HHRA）， 

HHRA概念模型见图2。其主要包括：①对环境

中选择压力下抗生素抗性发展过程的解释； 分②

析确定环境热点区域内水平转移过程及速率；

③对传统“剂量-响应”评价方法进行修订，确定

环境中各类ARB风险浓度及传播途径。

图 　 概念模型2 HHRA

5　结论及展望

　　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对抗生素抗性基因的环

境残留和迁移问题给予了充分重视，但我国相关

研究工作尚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重视程度也远

远不够，研究深度和广度还有很多不足。因此，

当前新形势下提出以下几条研究建议。

（1）建立我国环境中抗生素的含量、分布

区域、抗生素种类数据库，系统地进行抗生素环

境污染现状、迁移转化等研究，积累数据，明确

环境中抗生素的区域时空分布特征，并追本溯源

探究其主要来源；研究抗生素在生物体-水体-

沉积物-底泥等环境多相介质中的分配、降解、

转化过程及机制，建立环境中抗生素药物残留迁

移转化模型。

（2）建立我国的抗生素的生态风险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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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抗生素的单一及复合污染的生态毒性作用与机

制的研究；改进现有的检测分析技术，加强分子生

物手段，实现早期预警和全面的生态风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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