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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 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也随之增强，这产生了巨大的潜在环境和健康风险。近年来，耐药菌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ARB)和抗性基因（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 ARG）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整合子在耐药菌具有多重耐药
性和抗性水平转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章总结了细菌整合子的污染现状，
分析了污水处理过程中细菌整合子的转归特征和整合子去
除机制的研究进展，
同时对将来的研究重点提出了展望，
以便为今后细菌整合子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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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wide use of antibiotics, drug resistance of bacteria has been gradually enhanced, and posed great risk
potential to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In recent years,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ARB)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
(ARG) have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integrons play a major role in multi-drug resistance in bacteria and ARG
horizontal transfer among bacterial specie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ummarize pollution status of integroncontaining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in environment, to review fates and mechanism of removing integron -containing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dur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processes, meanwhile to propose future research areas for controlling
integron-containing antibiotic resistant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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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0 年青霉素作为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
投入使用以来，抗生素广泛应用于人类医疗、畜禽养
殖和水产养殖，不仅大幅度降低了传染病致死率，延
长了人类寿命，而且提高了动物的生长速率和生产效
率。然而，抗生素不易被机体吸收，高达 95%的抗生素
以原药或活性代谢物的形式排放到环境中，对环境微
生物产生选择性压力，促使微生物对抗生素产生抗
性，导致了耐药菌的大量出现 [1-2]，产生了巨大的潜在
环境和健康风险[3-5]。近年来，已发现环境中超过 70%

的细菌至少对一种抗生素具有抗性 [5]，并在医学和兽
医临床上出现了超强耐药、多重耐药性病原菌，危害
越来越严重，几乎到了无药可用的地步 [6]。2010 年 6
月，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家医院出现了首例因超级病菌
而死亡的病例 [7]，随后 2010 年 8 月 11 日《柳叶刀-感
染》杂志披露了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存在“超级细
菌”
，在不足 3 个月的时间内，
“超级耐药菌”疫情在世
[8]
界范围内流行 。随着耐药菌和抗性基因的传播日益
全球化，人类受到病原耐药菌感染的频率增加，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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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死亡率和医药费用也都不断增加，人类健康受
耐药菌的传播与控制受到了全
到了严重威胁[9]。因此，
世界的广泛关注。
抗性基因是耐药菌具有抗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它
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可移动遗传元件如质粒、整合
子、转座子、插入序列等，突破细菌之间的种属关系进
行水平转移，使抗性污染不断加重 [10]，其中整合子是
细菌高效地进行抗性基因水平转移的重要工具[11]。整
合子是存在于细菌中可移动的基因捕获和表达的遗
传单位, 通过转座子或接合性质粒使多重耐药基因在
细菌中进行水平传播。整合子存在于许多细菌中，定
位于染色体和质粒或转座子上，是细菌固有的一种遗
传单位，并通过捕获外源性基因来增强细菌生存的适
应性。目前，已发现至少 5 种类型的整合子（Ⅰ、Ⅱ、
Ⅲ、Ⅳ、Ⅴ类整合子）能够使耐药菌和抗性基因实现水
平转移。如图 1 所示，
整合子由 3’
和 5’
保守末端及中
间的可变序列组成，3’保守末端携带编码整合酶基因
intⅠ和一个启动子的基因片段，5’保守末端携带 att
Ⅰ位点。5’保守末端重组位点 attⅠ大多由 3 个开放
阅读框架组成，第一个是 qacEΔ1，具有对季胺类化合
物的耐药性；第二个开放阅读框架 sul1，具有对磺胺
类药物的耐药性，第三个开放阅读框架是 ORF5，其功
能尚未明确[11-12]。Ⅰ类整合子是最常出现的一种类型[13]，
其中间结构至少包含有一个基因盒结构。所以，细菌
携带整合子和基因盒的量为细菌的多重耐药率和水
平转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证据[14]。

污水被认为是耐药菌存在的重要环境[16-18]。耐药
菌和抗性基因主要在含有一定浓度抗生素的压力环
而污水(如医药废水、制药废水、城市污水
境中形成[19]，
等)中含有一定浓度的残留抗生素残余物，且营养丰
富，所以耐药菌的丰度很高，并且由于宿主丰富，这又
促进了细菌整合子和抗性基因的水平转移[20-21]。目前，
细菌整合子已经在各种环境中（比如地表水、地下水、
沉积物、土壤等）检测到[22-24]，那么，控制细菌整合子的
扩散和水平转移对抗性污染控制至关重要。因此，深
入了解污水处理过程中细菌整合子的污染特征和水
平转移机制将有利于控制抗性污染。
随着人类对抗性污染越来越关注，有关细菌整合
子和抗性基因分布、扩散和传播的研究日益增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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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文的目的就是总结细菌整合子在污水处理过程
中的分布、水平转移、去除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并
对今后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污水
处理过程中细菌整合子的水平转移及其控制提供有
益参考。
1

耐药菌整合子在环境中的分布现状

医药废水
已有的大部分研究表明，医院废水含有高浓度的
残留抗生素和大量的耐药菌，并且细菌整合子出现的
频率甚高。比如，
Chen 等[25]分离了湛江某医院废水中
的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发现其对
抗生素耐药率为 29.6%~90.1%，其中 38%携带 intI1。
Bezares 等[26]从医院废水中分离出 123 株耐碳青霉烯
抗生素的铜绿假单胞菌(Carbapenem-resistant Pseu－
domonas aeruginosa)，发现 75%携带 intI1。Yang 等[27]
从临床中分离出 153 株志贺氏杆菌 (Shigella)，发现
64.1%为耐药整合子细菌。Mokracka 等[28]从医院废水
1.1

中 分 离 出 的 阴 沟 肠 杆 菌 (Enterobacter cloacae)，有
54%携带整合子。由此可见，医院废水中细菌整合子出
现的频率很高，此外，有研究表明医院废水中耐药菌
整合子高于其他环境，例如，Koczura 等[29]比较了医院
废水、污水处理厂、河流上游和河流下游中耐药菌和
抗性基因的情况，发现这些水环境中携带整合子的耐
药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 的比例分别为 56%、
11%、6%和 14%，医院废水中携带整合子的大肠杆菌
耐药菌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环境，并且其多重耐药率
也明显较高。医院废水中耐药细菌整合子出现频率高
的原因很可能与医院废水中高浓度抗生素形成的选
择压力有关[30]。Marathe 等[31]从某制药废水厂不同处理
单元分离出 93 株不同形态的细菌，发现 86%对 20 多
种抗生素具有抗性，其中 80%的细菌携带Ⅰ类和Ⅱ类
整合子，
93%的细菌至少携带一种类型的整合子，并认
为高浓度抗生素的选择压力环境促进了细菌之间通
过整合子进行抗性基因的水平转移，导致了大部分细
菌具有多重耐药性。因此，今后对细菌整合子的进一
步研究，控制由整合子引起的耐药性传播，医院废水
的处理将成为一个重点研究对象。
1.2 城市污水
目前很多研究表明，污水处理厂是细菌整合子实
现抗性水平转移的一个重要环境。不同的污水处理
厂，细菌整合子出现的频率不同。Igbinosa 等 [32]从南
非 地 区 的 某 污 水 处 理 厂 中 分 离 出 24 株 气 单 菌 胞
(Aeromonas)，发现 100%的气单胞菌对万古霉素、青霉
素、氨苄青霉素、苯甲异叶
恶唑青霉素抗生素具有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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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0.8%携带Ⅰ类整合子。然而 Silva 等[33]认为污水
厂中埃希氏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携带Ⅰ类整合子
的比例远比医院废水中携带Ⅰ类整合子的比例低。他
从葡萄牙某城市污水处理厂中分别分离出 346 株肠
杆菌，其中 76%为埃希氏肠杆菌，而仅 10%的埃希肠
杆菌携带Ⅰ类整合子。Moura 等[34]从葡萄牙某屠宰场
污水处理厂中分离出气单胞菌（Aeromonas）和肠杆菌
（Enterobacteriaceae）中 35%携带整合子。虽然对污水
处理厂中细菌整合子的调研已经越来越多，很多学者
推测污水处理厂是细菌整合子和抗性基因进行水平
转移的重要环境，但是，细菌整合子在污水处理厂中
促使抗性水平转移的机制还不明确，细菌整合子在细
菌抗性水平转移是否起到了重要作用也还不明确，因
此，细菌整合子促进抗性水平转移的机制将成为今后
城市污水处理厂抗性污染研究的重点。
1.3 养殖废水
由于抗生素广泛应用于动物（水产、畜禽）养殖，
导致了动物养殖场也出现了携带整合子的耐药菌。
如，Ndi 等[35]从澳大利亚 9 个鲑鱼养殖场中分离出 90
株气单胞菌，其中有 31%携带Ⅰ类整合子，没有检测
到Ⅱ、Ⅲ类整合子，其中 70%携带 aadA 基因，86.7%携
带 sul1 基因。Yohanna 等[36]从墨西哥某鲤鱼养殖厂中
新鲜的鱼体中分离出 46 株气单胞菌，其中有 20 株携
带Ⅰ类整合子。Schmidt 等[37]从丹麦某渔场中分离出
135 株耐甲氧氨苄嘧啶和磺胺类抗生素的运动型气单
胞菌（Motile aeromonads），其中 141 株携带Ⅰ类整合
子，携带整合子的耐药菌出现的比例甚高。Melendez
等[38]从家禽牧场中分离出 59 株沙门氏菌（Salmonella
enterica），所有的菌株对磺胺甲基异叶
恶唑和新生霉素
具有抗性，其中 68%携带整合子，即使停止抗生素在
农场的使用，携带整合子的耐药菌出现的频率还是很
高，作者推断抗性污染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野
生动物之间相互接触频繁，耐药性通过整合子进行水
平转移使抗性不断传播。
1.4 天然水体和土壤
目前不仅仅是在抗生素使用量大的地方出现细
菌整合子，而且在各种环境中都已不同程度地检测到
了细菌整合子。比如，
Wang 等[39]调研了中国胶州湾海
域，发现 93.8%的肠杆菌携带 β-内酰胺酶基因，其中
68.8%携带Ⅰ类整合子，这说明细菌整合子在胶州湾
海域出现的频率甚高。Yin 等[40]从太湖中分离出 78 株
细菌，其中 38.5%携带整合子。Mukherjee 等[41]调研了
印度托尔萨河中革兰氏阴性菌携带Ⅰ类整合子的情
况，发现 100 株革兰氏阴性菌中有 40%携带Ⅰ类整合
子。Silva 等[42]从荷兰不同农作物土壤中分离出 40 株

３

绿脓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其中 95.2%
对阿奇霉素具有抗性，85%对羟基噻吩青霉素具有抗
性，4 株携带有质粒，8 株携带有Ⅰ类整合子，由于阿
奇霉素和羟基噻吩青霉素是用于临床囊性纤维变性
患者，在农作物土壤中出现了携带整合子的耐药菌，
其原因还有待深入研究。
2

污水处理过程中携带整合子的耐药菌去除效果

整合子是耐药菌具有多重耐药性和抗性水平转
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控制污水处理过程中细
菌整合子的扩散和水平转移是关键。部分学者认为在
污水处理过程中细菌整合子有所减少，但是不能有效
地完全被去除。比如，Mokracka 等[43]从采用活性污泥
法处理工艺的某个污水处理厂不同处理工艺阶段中
分离出了 1 832 株可培养菌，其中 12.1%携带整合子，
进水、曝气池和出水中携带整合细菌的比例分别为
22.3%、
4.8%和 9.0%。虽然细菌整合子的量有所减少，
但是耐药菌多重耐药性增加了，给受纳水体带来了不
良的影响。Da Silva 等[44]调研了葡萄牙北部某污水处
理厂，该污水处理厂主要采用活性污泥法处理工艺，
水力停留时间为 12 h，通过采样调研发现进水和出水
中携带Ⅰ类整合子的埃希肠杆菌比例分别为 10%和
9.6%，该污水处理厂对细菌整合子没有显著的去除效
果。Li 等[45]在某污水处理厂中分离的可培养细菌，发
现出水中细菌整合子的比例为 14%，受纳河下游河水
中细菌整合子的比例为 9.1%；
但是在受纳河上游并没
有发现细菌整合子的存在，说明细菌整合子没有被有
效去除，给受纳河带来了不良的影响。Pellegrini 等[46]
从意大利某城市污水处理厂中分离出 471 株肠杆菌，
发现在进水中肠杆菌携带Ⅰ类整合子和Ⅱ类整合子
的比例分别为 8%、
5%，
而出水中肠杆菌携带Ⅰ类整合
子和Ⅱ类整合子的比例分别为 3%和 1%。
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在污水处理过程中携带
整合子的耐药菌不但没有被去除，反而增加了。例如，
Moura 等[34]发现葡萄牙某屠宰污水处理厂的曝气池中
携带整合子的耐药菌比例高达 60%，而进水和出水中
携带整合子的耐药菌比例分别为 10%和 40%，出水中
携带整合子的耐药菌的量明显增加了。Ma 等[47]从南
京江心洲某污水处理厂中分离出大肠杆菌、气单胞
菌、克雷伯氏菌 （Klebsiella spp.）、中间气单胞菌
（Aeromonas media）、杀鲑胞菌（Aeromonas salmonici－
da）等共 189 株，其中 57 株携带Ⅰ类整合子，并且发
现在进水、活性污泥和出水中细菌整合子的比例分别
为 20%、30.9%、
38.9%。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出现了一
个有趣的现象：活性污泥处理过程中环境样品中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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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微生物包括致病菌、整合子和基因盒都能有效地被
去除，但环境样品中细菌整合子却不能被有效地去
除。例如，
Zhang 等[48]发现香港和上海某污水处理厂活
性污泥法处理过程中对Ⅰ类整合子和相关基因盒的
去除率高达 90%。Fars 等[49]调研了半干旱地区某污水
处理厂活性污泥处理过程中粪大肠耐药菌的转归特
征，发现在活性污泥法处理系统中干化床之后耐药粪
大肠菌群去除率高达 99.99%。而 Ma 等[47]却发现在活
性污泥法处理之后细菌整合子的量却增多了，作者认
为可能的原因是活性污泥中的高生物量和生物多样
性促使了携带整合子的耐药菌进行水平转移，从而导
致了耐药菌增多 [49-50]。Chang 等 [51] 比较了 1993 年和
2004 年台湾某医院废水中克雷伯氏肺炎菌携带 I 类
整合子和基因盒的变化，结果表明整合子携带率提高
了，出现了新型的基因盒 aac(6′)-Ib-cr，整合子不断
进化，
耐药菌的耐药能力不断增强。Moura 等[52]在污水
dcyA、
处理过程中发现了 3 种新的基因盒（aadA17、
orfER.17:ISAs12），
作者认为污水处理厂可能是新型基
因盒形成的重要环境，整合子进化携带的基因越多，
耐药菌特别是病原耐药菌多重耐药性不断增强。
综上所述，细菌整合子从污水处理厂排放到环境
中，不仅影响受纳水体环境中细菌群落结构的变化，
破坏细菌群落的生态稳定，还将给人类健康带来潜在
的风险，然而污水处理厂对细菌整合子的去除效果还
不明确，不仅需要深入研究细菌整合子在污水处理过
程的迁移转化，而且迫切需求提高细菌整合子的污染
控制水平。
3

污水处理过程中细菌整合子的去除机制研究

控制和去除细菌整合子，了解耐药菌中整合子的
去除机制最为关键。细菌抗性水平转移的主要原因可
能与整合子有关。目前已有很多学者对耐药菌中整合
子捕获基因盒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杨泽
华[53]利用不同长度的基因盒检测整合子的整合率，结
果显示切除频率波动在 3.08×10 -2 和 1.08×10 -2 之间，
而没有整合酶高表达的背景下频率低为 2.38×10-7，对
于不同长度基因盒的整合频率波动在 8.18×10 -5 和
1.39×l0-6 之间。随着基因盒长度的增加，整合频率明
显地降低，这表明整合酶催化的基因盒切除反应对基
因盒的长度不敏感，而对整合酶催化的整合率影响较
大，并且一定的抗生素浓度对整合子的整合率也有影
响。曹建波[54]对大肠杆菌整合酶基因 intI1 进行碱基缺
失突变，发现缺失的几个位点后，整合酶基因与原来
的基因 intI1 同源性高达 99%，并且仍具有原来的抗
性，这表明整合酶基因的完整性对大肠杆菌耐药性和

多重耐药性无明显影响，虽然结果无法揭示整合酶完
整性和耐药性间的联系，但是可为以后进一步研究细
菌整合、捕获和传播抗性基因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
向。于是就有学者对基因盒结构方面入手，陈晓耘 [55]
研究了临床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中 VEB-1 基因盒
结构及其对整合子捕获频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基因盒
IS1999 结构可阻断有效整合的途径，阻止整合子捕获
其他基因盒，从而保持 VEB-1 在整合子的优势位置。
同时还比较了不同 attC 位点结构对 VEB-1 基因盒整
合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整合效率与 attC 存在一定
关系，而与编码的序列关系不明显。但 Bouvier 等[56]认
为 attC 位点在整合子捕获基因进行水平转移过程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了更进一步研究整合子，Yang
等[57]研究出一种新的基于 PCR 快速检测整合子的整
合率的方法。胡敏等[58]借鉴此方法，通过测定在不同
培养时间下大肠杆菌 BL21（DE3）中整合子的整合频
率，大肠杆菌 BL21（DE3）中整合子在 12 h 和 24 h 整
合频率均值分别为 5.51×10 -5 和 1.82×10 -4，这结果表
明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营养物质的消耗，大肠杆菌
启动与饥饿应激相关基因表达的调控系统，转录水平
增高，整合频率也相应提高，同时表现出抗生素耐药
性的提高，由此推断饥饿应激是影响整合子捕获耐药
性基因盒频率的因素之一。但是在饥饿应激下，宿主
通过体内一些因子表达的调节，进而提高捕获基因盒
频率的整体机制还不清楚。SOS 应激反应受不同因素
的诱导，比如环境因子、抗生素的刺激等，Beaber 等[59]
研究发现 SOS 应激反应能促进抗性基因的水平转移。
近年来也有研究表明胁迫因子可通过多种机制诱导
抗性基因转移，例如，DNA 损伤可导致细菌产生 SOS
应激反应，进而诱导接合 DNA 介导的抗性基因转移；
在一些缺乏 SOS 系统的细菌中，抗生素胁迫可诱导
细菌建立自然转化感受态[60]。虽然很多学者已经对整
合子捕获基因的机制进行了各种研究，但是，目前还
没有得到一个全面清晰的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4

结语和展望

尽管近年来有关细菌整合子的研究越来越多，但
由于不同环境中耐药菌整合子的状况不同，导致其在
污水处理过程的结果不尽相同，并且目前有关污水处
理过程中耐药菌整合子的去除效果和去除机制的研
究还非常缺乏。因此，今后污水处理过程中细菌整合
子的研究重点如下：
（1）加强污水处理过程中细菌整合子的分布特征
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如抗生素残留量、污水生物处
理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量等对细菌整合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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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2）重点研究污水处理工艺对细菌整合子的去除
效果，探讨适宜的处理工艺，并优化工艺操作参数，有
效去除耐药菌整合子。
（3）深入探讨污水处理过程中细菌整合子进行水
平转移的机制，研究整合子捕获基因盒的生物学机
理，降低整合子捕获基因盒的能力，从而有效消减多
重耐药菌，为去除携带整合子的耐药菌提供科学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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