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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素类药物酶修饰基因-tet( X) 的起源、分布
及在环境中的作用*

田 哲 张 昱＊＊ 杨 敏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水质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85)

摘 要 抗性基因作为一类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新型环境污染物，近年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四

环素类抗性基因是环境和临床上研究得最多的一大类抗性基因，目前已报道的相关基因共有 44 种，包含泵

出、核糖体保护和酶修饰 3 种主要机制． 相对于前两种机制，酶修饰机制关注得不多． tet( X) 是唯一一种研究

较为透彻的酶修饰基因，它编码的蛋白可化学修饰和降解四环素，广泛存在于各种环境介质中，对临床耐药性

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 本文综述了 tet( X) 基因的研究进展，指出有必要重新认识 tet( X) 对环境中四环素类

生物降解的贡献及其对于细菌四环素耐药性发展的重要性，并对 tet( X) 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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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environmental distribution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tetracycline resistance gene-tet( X)

TIAN Zhe ZHANG Yu＊＊ YANG Min
(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Aquatic Chemistry，Ｒesearch Center for Eco-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100085，China)

Abstract: The mass production and use of tetracycline antibiotics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etracycline resistance genes ( TＲGs) ，which shade health risks to humans and animals． Among the
known 44 TＲGs，tet ( X) ，one of the two enzymatic modification genes，was found to be widely
present in various environmental media，and has certain contribution to the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clinical isolate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this gene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research advances of tet ( X ) gene，including its degradation mechanism for TCs，environmental
distribution and potential utilization in biodegradation and risk control． The prospects on the research
of tet( X) are also presented．
Keywords: tetracycline antibiotics，tetracycline resistance genes，tet( X) ，enzymatic modification，

biodegradation．

四环素类抗生素( TCs) 是一类广谱抗生素( 主要类型的分子结构见表 1 ) ，对革兰氏阳性、阴性菌、
衣原体、支原体和恶性疟原虫等均有较好的抑菌作用［1］，广泛应用于人和家畜的细菌感染预防及治疗，

并且因低剂量四环素对动物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也大量用于农业及水产养殖业［1-2］． 据统计，欧盟每年

的抗生素消耗量达 5000 吨，其中四环素类抗生素用量达 2500 吨［3］; 2005 至 2010 年间，日本的兽用抗生

素中，四环素类用量约占到总使用量的一半［4］; 四环素类抗生素也是我国畜禽饲养业中使用量最大的一

类抗生素［5］．



2028 环 境 化 学 33 卷

由于吸收率较低，服用后大量 TCs 以母体或活性代谢物的形式随尿液和粪便进入环境［6］，使得医疗

和畜禽 养 殖 废 水、废 物 成 为 TCs 进 入 环 境 的 重 要 点 源． 同 时，中 国 是 四 环 素 类 抗 生 素 生 产 大 国，

如 2003 年我国土霉素的产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 65%，强力霉素产量排在世界第一位［7-8］． 由于抗生素

发酵生产过程工艺复杂、抗生素提取效率低，生产废水中含有高水平抗生素残留，使得抗生素生产废水

成为其进入环镜中的另一重要来源［9］． Li 等［9］发现在土霉素生产废水生物处理系统出水中，土霉素浓

度( 19． 5 mg·L－1 ) 甚至高于细菌对 TCs 敏感性测试的抗性折点值( 16 mg·L－1 ) ［10］．

表 1 主要的四环素类抗生素分子结构( A) 及其编号方法( B)

Table 1 Structure ( A) and nomenclature ( B) of tetracyclines

基本结构

Ｒ1 Ｒ2 Ｒ3 Ｒ4 Ｒ5

四环素 H OH CH3 H H

金霉素 Cl OH CH3 H H

土霉素 H OH CH3 OH H

强力霉素 H H CH3 OH H

米诺环素 ( CH3 ) 2N H H H H

替加环素 ( CH3 ) 2N H H H ( CH3 ) 3 C-NH-CH2-CO-NH

四环素类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和排放促进了四环素抗性菌和抗性基因 ( tetracycline resistance genes，
TＲGs) 的发展． 在四环素投入使用之前的 1917—1954 年间，Murray 收集到的 433 株肠杆菌科细菌中仅

有 2%具有四环素抗性［11］，而 20 世纪 40 年代末四环素投入使用之后，土壤中四环素抗性基因的丰度显

著增加［12］． 目前四环素抗性菌已被作为德尔文察河自然保护区( 波兰) 水体细菌耐药性发展的指示因

子［13］，而 TＲGs 作为细菌表达四环素耐药性的主要机制，在土壤［12］、动植物体［14］、食物［15］、空气［16］、河
流［17］、海洋［18-19］甚至地下水［20］等各种环境介质中广泛检出，TＲGs 可在环境微生物和病原微生物之间

进行传播，最终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威胁［12，21］．
目前已报道的 TＲGs 有 44 种［22-23］． 根据作用机理主要分为 3 类: 外排泵基因 ( tet ( A—E ) 、tet

( G) 、tet( H) 、tet( J) 、otr( B) 等) 、核糖体保护基因( tet( M) 、tet( O) 、tet( S) 、otr( A) 等) 和酶修饰基因［24］．
关于外排泵基因和核糖体保护基因的作用机理、环境分布和抗性贡献目前已有大量的报道，但两者均为

微生物自我保护机制，没有真正降低环境中四环素含量． 而酶修饰基因可编码合成氧化还原酶化学修饰

四环素使其失活，是环境中四环素类药物降解的主要机制之一． 目前已确认具有酶修饰作用的抗性基因

仅有两种［24-25］，而 tet( X) 是唯一一种研究较为透彻的可使四环素结构发生变化的四环素抗性基因．
2007 年之前 tet( X) 基因仅发现存在于专性厌氧的拟杆菌属( Bacteroides spp． ) 中，但其编码蛋白 TetX 只

有在有 O2 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它对环境中四环素类抗生素的降解及抗性发

展贡献较小并缺乏临床意义［1，26］． 但随后有人从土壤环境中分离出 tet( X) 的好氧宿主菌［26］． 同时，tet
( X) 也在城市污水厂活性污泥等各种环境介质中被频繁检出［28］． 最近，欧洲和塞拉利昂的临床菌耐药

性筛查工作发现，多种 ( 好氧或厌氧) 病原菌，如 Klebsiella pneumoniae、Bacteroides fragilis 和 Escherichia
coli 等均含有 tet( X) 或其同源基因［29-30］． 同时，第三代四环素———替加环素已在美国和欧洲获得许可投

入使用［31］，它可克服外排泵和核糖体保护机制介导的四环素抗性［26，32-33］，但含有 tet( X) 基因的宿主菌

仍具有抗性［34］，因此替加环素在全球的推广使用可能会加大 tet( X) 的选择压力，进一步促进其扩散．
上述研究进展表明，有必要重新认识 tet( X) 在环境中四环素类生物降解中的贡献及其对于细菌四

环素耐药性发展的重要性． 目前已有大量关于 tet( X) 作用机制和环境分布的研究，但相关综述还未见报

道． 本文从介绍 tet( X) 的发现历程入手，着重介绍了其作用机理、环境分布及四环素生物降解作用的应

用潜力及风险控制．



12 期 田哲等: 四环素类药物酶修饰基因-tet( X) 的起源、分布及在环境中的作用 2029

1 tet( X) 的发现与命名

Guiney 等［35］研究拟杆菌属细菌的氯洁霉素抗性时，在其结合性质粒 pBF4 上发现了一个新的四环

素抗性基因，同时在拟杆菌属的另外一个质粒 pCP1 ( 也被叫做 pBFTM10 ) ［35-36］上也发现了类似的抗性

基因． 该基因转入大肠杆菌后，可使好氧生长条件下的大肠杆菌表达四环素抗性，但厌氧生长条件下的

细胞却无法表达抗性，同样该基因也无法使其宿主菌( 专性厌氧菌) 产生四环素抗性［35］． 利用 Tn5 插入

突变方法，Mathews 和 Guiney［37］发现上述四环素抗性基因长度为 1 kb，存在于质粒 pCP1 上的转座子

Tn4400 及 pBF4 上的转座子 Tn4351 中［38-41］，两转座子有超过 90% 的碱基序列相同［42］． 同时，Guiney
等［35，43］发现 Tn4400 与 Tn4351 上的新抗性基因与当时已知的四环素抗性基因不具有同源性，而将其命

名为* Tcr ． Speer 等［44］发现含有* Tcr 基因( 取自转座子 Tn4351) 的大肠杆菌可使添加四环素的培养基解

毒． Park 等［45-46］发现转座子 Tn4400 上的* Tcr 也可以使四环素解毒，并且含有该转座子的大肠杆菌可表

现出能量依赖的四环素外排机制，虽然与 tet( C) 相比 Tn4400 上的* Tcr 表达的泵出活性较低，但 Park 认

为该* Tcr 是一种新的四环素外排基因，并以此命名该基因为 tet( F) ． 此后，Speer 等［47］证明* Tcr 表达的

四环素抗性机理为其编码的蛋白化学修饰四环素分子使其失活，这也是关于通过化学修饰改变四环素

分子结构使其失活的抗性机理的第一次报道． 随后 Speer 等［48］考察了外排机制对 Tn4351 和 Tn4400 四

环素抗性的贡献大小，发现 Tn4351 中不含有外排泵基因，而 Tn4400 上的外排泵基因对其介导的四环素

抗性没有任何贡献． 因此 Speer 等［47-48］将其更名为 X 组四环素抗性基因( class X，tet( X) ) ．

2 作用机制

tet( X) 可编码合成一个含有 388 个氨基酸、分子量为 43． 7 kDa 的蛋白( TetX) ，其氨基端氨基酸序

列与许多依赖 NAD ( P ) 的氧化还原酶相似［44，49］． TetX 含有一种黄素辅酶，即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

( flavin adenine dinucleotide，FAD) ，FAD 与 TetX 的化学计量比随酶提取批次不同有所差异，最小约为 0．
6，最大可超过 0． 8，并且外源添加 FAD 可增加 TetX 的稳定性［50］． TetX 在厌氧条件下也可被合成，但只

有在 NADPH 和 O2 同时存在时才表达四环素降解特性，并且在 pH 8． 5 时该酶的活性最高［44，50］． TetX 主

要作用于四环素的芳基-β-二酮载色体区域( C11 羰基，C12 烯醇式结构) ，化学修饰作用一步完成，并只形

成一个主要降解产物［47，50］． Park 等［45］计算得出 TetX 灭活四环素的初始反应速率为 0． 7 μg 四环素·h－1·
10－8 个细胞． Yang 等［50］以土霉素作为模式反应物，使用高效液相色谱分析其降解过程，发现随着土霉素

特征吸收峰的减小，立即出现产物 P1 对应的吸收峰，10 min 后又出现一个新的产物 P2 吸收峰，P1、P2
随着土霉素降解过程进行的先后出现，表明 P2 是由 P1 转化而来． 后续实验进一步证明，P1 转化为 P2
并不是一个酶促反应，可在中性条件下快速进行，P2 又可自发分解为多种小分子量物质，最终使培养液

呈褐色并出现黑色沉淀［45，47-48］． 随后，Yang 等［50］测得 P1 的分子量为 477． 15 Da，比土霉素( 461 Da) 大

16 Da，说明 P1 是土霉素的单加氧产物，表明 TetX 是一种单加氧酶． 综上所述，TetX 降解土霉素的作用

机制可以描述如下: 首先 TetX 的辅酶 FAD 被 NADPH 还原为 FADH2，由此形成的异咯嗪结构 ( 位于

FADH2 上) 与 O2 反应生成活性 FAD-4α-氢过氧化物( FAD-4α-hydroperoxide) ，该过氧化物通过环氧化作

用于 C11α 和 C12 间的烯醇式双键，导致 C11α、C12 间形成一种 α-羟基酮结构，使 C11α 被羟基化，并且由于

C11α 处无 H 可脱除，C11α、C12 间无法再恢复到原来的烯醇式结构，使得 C12 处出现新的羰基，它和 C6 羟

基迅速发生分子内环化反应，形成 6，12-半酮缩醛结构产物( P1) ，P1 又经过一系列非酶促反应而转化

为多种物质，使四环素失活． 降解过程见图 1．
基因调控方面，Speer 等［49］发现 Tn4400 和 Tn4351 上的 tet( X) 基因在编码区碱基序列完全相同，唯

一的差异在于 Tn4351 和 Tn4400 在 tet ( X) 编码区上游 350 bp 处有 4 个碱基不同，删除 Tn4351 中上

述 4 个碱基中的 2 个可导致其 TetX-LacZ 融合蛋白活性降低 3 倍． 据此 Speer 认为 Tn4351 中上述 4 个碱

基的变化在 tet( X) 基因上游产生了一个活性更强的启动子，从而促进了 tet( X) 基因的表达．

3 替加环素抗性

替加环素( Tigecycline) 是惠氏公司研发的第三代四环素( 分子结构见表 1 ) ，2005 年取得美国食品

与药物管理局授权进入美国市场． 它专门针对外排泵和核糖体保护抗性机制设计，可消除两种机制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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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环素抗性［26，32-33］，对多种多重耐药菌如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MＲSA) 和表达新德里金属

β-内酰胺酶 1 基因( NDM-1) 的“超级细菌”肠杆菌均具有良好抑制效果［33，51］． 但替加环素仍是 TetX 的

作用底物，Moore 等［34］研究发现 TetX 在有 O2 和 NADPH 存在的情况下可使替加环素 11α 位羟基化，虽

因其 C6 位无羟基不会发生分子内环化形成半酮缩醛结构而被进一步降解，但羟基化替加环素与核糖体

结合能力减弱( 解离常数增大 2 倍多) ，不会抑制细胞内蛋白质的合成． 替加环素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增大了四环素抗性菌的选择压力，使含 tet( X) 及其相似基因的菌株取得更大生存优势，如在近期欧洲的

拟杆菌属细菌耐药性调查和厌氧菌替加环素抗性调查中即首次筛得多株含有 tet( X) 或 tet( X1) 基因的

临床抗性菌( 表 2) ，它们均具有较高的替加环素抗性［30，52］． 替加环素通过静脉注射进入人体后，超过

90%会以母体( 主要形态) 和活性代谢产物的形式由尿液和粪便排出体外［53］，并最终通过污水处理设施

进入各种环境介质． 因此，随着替加环素在全球的推广使用，未来在临床及更广泛的环境介质中 tet( X)

的检出频率有可能会显著增加．

图 1 TetX 降解土霉素过程示意图［50］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egradation of oxytetracycline by TetX［50］

4 tet( X) 的环境分布

2007 年之前 tet( X) 基因仅发现存在于专性厌氧的拟杆菌属( Bacteroides spp． ) 中． 2007 年 Ghosh 和

LaPara［27］在粪肥改良过的土壤中分离出一株含有 tet( X) 的鞘氨醇杆菌 Sphingobacterium sp． strain PM2-
P1-29，这是首次在好氧菌中发现 tet( X) 基因，对于重新认识四环素类的生物降解潜力和 tet( X) 基因的

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上述两种菌属外，已知的 tet( X) 宿主菌还包括肠杆菌科( Enterobacteriaceae) 中

的阴沟肠杆菌( Enterobacter cloacae) 、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 和肺炎克雷伯菌( Klebsiella pneumoniae) ，

丛毛单胞菌科( Comamonadaceae) 中的睾丸酮丛毛单胞菌 ( Comamonas testosteroni) 和食酸戴尔福特菌

( Delftia acidovorans) 及部分假单胞菌 ( Pseudomonadaceae) ( 表 2) ．
在涉及 tet( X) 的环境分布研究中，多使用常规 PCＲ 进行定性，使用 Ｒeal-Time PCＲ 进行定量，两种

分析使用的引物和反应条件已比较成熟［28，54］． 目前，已在禽畜粪便、农田土壤、空气气溶胶、河水、池塘、
港湾沉积物、污水厂进出水、活性污泥及剩余污泥等环境介质中检测到 tet( X) 基因( 表 2) ，检出环境多

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 定量结果表明 tet( X) 在受四环素污染环境( 如纳污河流和污水厂活性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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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丰度明显高于天然环境［54-55］，说明四环素施加的选择压力可促进 tet( X) 基因的富集; TＲGs 多与其

他抗生素或重金属抗性基因共存［56］，tet( X) 也被发现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链丝菌素和氯洁霉素等的

抗性基因共存于质粒等遗传元件中［35，57］，因此其它类别抗生素存在时产生的协同选择作用 ( Co-
Selection) 也将影响 tet ( X ) 的丰度; 而在污水、污泥处理系统中，系统操作条件如污水末端消毒工

艺［58-59］、厌氧消化池运行温度［60］ 和好氧消化池进料方式［61］ 等均会影响 tet ( X ) 的丰度． 尽管已经

对tet( X) 在一些环境( 主要是污水处理系统或畜禽废物处理系统) 中的分布情况有所了解，但目前还没

有专门针对 tet( X) 基因的环境分布调查，因此 tet( X) 基因在更广泛的环境介质中的分布与丰度情况还

需进一步研究．

表 2 tet( X) 的环境分布

Table 2 Environmental distribution of tet( X)

环境来源( 国家或地区) 微生物来源 基因丰度 参考文献

水环境 纳污 河 流 ( 河 水 及
沉积物 ) ; 抗生素生
产废水处理系统出
水; 市政污水处理系
统出水( 中国)

微生物群落 抗生 素 生 产 废 水 处 理 系 统 排 污 口 上 游 河 流 ( tet ( X ) /16S
rＲNA) : 5． 38 × 10－2 ± 1． 92 × 10－2 ( 河 水，冬 季 ) ; 5． 01 × 10－4

±1． 71×10－5( 河水，夏季) ; 1． 48×10－3 ±3． 26×10－5( 沉积物，夏
季) ;
市政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下游( 1 km) 河流( tet( X) /16S rＲNA) :

6． 97×10－2 ±1． 89×10－3 ( 河水，冬季) ; 3． 82×10－3 ±5． 31×10－5

( 河水，夏季) ; 1． 25×10－3 ±9． 48×10－5( 沉积物，夏季) ;
市政污水处理厂排污口下游( 3 km) 河流( tet( X) /16S rＲNA) :

3． 05×10－2 ±1． 63×10－3( 河水，冬季) ; 1． 27×10－2 ±0． 00 ( 河水，

夏季) ; 3． 28×10－3 ±1． 57×10－3( 沉积物，夏季) ;
抗生素生产废水处理系统排污点河流 ( tet ( X ) /16S rＲNA ) :

2. 38×10－1 ±1． 36×10－2 ( 出水，冬季) ; 3． 12×10－3 ± 3． 20×10－6

( 出水，夏季) ; 1． 80×10－4 ±1． 12×10－5( 沉积物，夏季) ;

市政污水处理厂排污点河流( tet( X) /16S rＲNA) : 1． 87×10－1 ±
3． 35×10－2( 出水，冬季) ; 5． 92×10－3 ±4． 58×10－5( 出水，夏季) ;

2． 88×10－2 ±2． 29×10－4( 沉积物，夏季)

［17］

不 同 地 理 区 域
的 15 个市政污水厂
收集的活性污泥( 中
国、美国、加拿大、新
加坡)

微生物群落 中国 11 个污水厂活性污泥样品中 tet( X) 的平均相对丰度
( tet( X) /16S rＲNA) : 1． 62×10－3 ±1． 93×10－3 ;
其他 4 个污水厂活性污泥样品中 tet( X) 的平均相对丰度
( tet( X) /16S rＲNA) : 5． 96×10－4 ±5． 81× 10－4

［28］

St． Louis 河，Duluth-
Superior 港和 Superior
湖的表层水和沉积
物样品; 三级处理的
市政污水( 美国)

微生物群落 三级处理的市政污水: 1． 2×103 copies·mL－1 ; Duluth-Superior 港

表层水: 略高于 2． 6×102 copies·mL－1 ;

St． Louis 河和 Superior 湖的表层水: ＜2． 6×102 copies·mL－1 ．
三级处理的市政污水排污口附近沉积物: 2． 9 ×104 ±5． 4 ×103

copies·g－1 湿重;

Duluth-Superior 港沉积物: 1． 2×104 ±2． 3×103 copies·g－1 湿重;

St． Louis 河和 Superior 湖的沉积物: ＜1． 3×104 copies·g－1 湿重

［65］

市政污水厂剩余污
泥( 美国)

微生物群落 剩余污泥: 1． 50±0． 33 ×108 copies·g－1 干污泥;
中温厌氧消化可显著降低 tet( X) 丰度，并且高的污泥停留时间
可增加 tet ( X ) 的 去 除 效 果; 热 水 解 可 显 著 降 低 剩 余 污 泥
中tet( X) 丰度

［62］

市政污水厂剩余污
泥; 好氧和厌氧消化
污泥( 美国)

微生物群落 厌氧消化池进泥: 3． 3±1． 4×104 copies·μL－1 ;

好氧消化池进泥: 4． 9±1． 7 ×104 copies·μL－1 ;
提高温度可增加厌氧消化液中 tet( X) 的去除效果; 只有 55 ℃
的好氧消化消减 tet( X) 丰度，在此条件下 tet ( X) 一级消减速

率为 5． 3 d－1

［60］

市政污水厂活性污
泥及出水( 德国)

微生物群落 ［66］

活性污泥 ( 中国: 香
港、上 海; 美 国: 加
州)

微生物群落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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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环境来源( 国家或地区) 微生物来源 基因丰度 参考文献

水环境 中、高温厌氧消化池
污泥( 美国)

微生物群落 消化 池 进 泥 ( 剩 余 污 泥 ) ( tet ( X ) /16S rＲNA ) : 1． 5 ×
10－3—1． 0×10－2 ;
高温 厌 氧 消 化 池 污 泥 ( tet ( X ) /16S rＲNA ) : 0． 5 ×
10－4—1． 0×10－3 ;
中温 厌 氧 消 化 池 污 泥 ( tet ( X ) /16S rＲNA ) : 1． 0 ×
10－4—0． 5×10－3

［68］

处理养猪场废水、废
物的氧化塘泥浆和
沉积物; 池塘水 ( 美
国)

微生物群落 氧化塘泥浆: 105—108 copies of tet( X)·mL－1 a ;

氧化塘沉积物: 104—106 copies of tet( X)·g－1 a ;

池塘水: 10—100 copies of tet( X)·mL－1 a ;

池塘沉积物: ＜10 copies of tet( X)·g－1 a

［69］

土霉素发酵母液; 土
霉素菌渣; 土霉素生
产废水处理系统进、
出水和活性污泥( 中
国)

微生物群落 母液( tet( X) /16S rＲNA) : 6． 6×10－3

菌渣( tet( X) /16S rＲNA) : 2． 8×10－3 ;

土霉素生产废水处理系统进水( tet( X) /16S rＲNA) : 3． 7×10－3 ;

土霉素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出水( tet( X) /16S rＲNA) : 2． 9×10－2 ;

活性污泥( 序批式反应器) ( tet( X) /16S rＲNA) : 9． 2×10－2 ;
活 性 污 泥 ( 生 物 接 触 氧 化 反 应 器 ) ( tet ( X ) /16S
rＲNA) : 1． 0×10－1

［54］

养猪场氧化塘污泥
和养牛场储粪池污
泥( 美国)

微生物群落 tet( X) 在污泥的胞外和胞内 DNA 中的平均相对丰度
( tet( X) /16S rＲNA) 为: 胞外 2． 8×10－5 ; 胞内 1． 8×10－3

［70］

土壤和
畜禽

临近养猪场的农田
土壤( 中国)

微生物群落 ［71］

粪肥 施用过动物粪肥的
农田土壤( 美国)

Sphingobacterium sp．
strain PM2-P1-29，
Tn6031

［27，57］

猪粪( 美国) 微生物群落 ［62］
马粪( 美国) 微生物群落 ［72］
牛粪( 美国) 微生物群落 ［73］
养猪场粪肥和堆
肥产品( 中国)

微生物群落 ［74］

人类( 母亲及其婴
儿) 粪便样品
( 美国)

微生物群落 ［75］

食物链 牡蛎( 美国) 微生物群落 ［76］
空气 养猪场、养牛场和诊

所等室内环境中的
空气气溶胶( 美国)

微生物群落 养猪场室 内 气 溶 胶: lg ( tet ( X ) number·m－3 air ) = 1． 19—
2． 52a ;

养牛场室 内 气 溶 胶: lg ( tet ( X ) number·m－3 air ) = 1． 10—
1． 76a ;

诊所室内气溶胶: lg( tet( X) number·m－3 air) = 0． 48—1． 14a

［16］

其它 临床菌株( 美国) Bacteroides，pBF4 ［35］
临床菌株( 美国) Bacteroides，Tn4400，

Tn4351，pCP1
［38，41］

临床菌株( 分离自临
床尿液标本) ( 塞拉
利昂)

tet ( X ) : Enterobacter
cloacae， Comamonas
testosteroni，
Enterobacteriaceae，
Enterobacter sp． ，
Klebsiella pneumoniae，
Pseudomonadaceae tet
( X2) : Escherichia coli，
Delftia acidovorans

［29］

临床拟杆菌菌株
( 欧洲)

tet( X) : Bacteroides fragilis，
Parabacteroides ( Bacteroides)
distasonis; tet( X1) : Bacteroides
fragilis，Bacteroides vulgatus，
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
Parabacteroides ( Bacteroides)
distasonis

［30，52］

注: a: 部分数据为原文图表中估算值．



12 期 田哲等: 四环素类药物酶修饰基因-tet( X) 的起源、分布及在环境中的作用 2033

抗性基因 主 要 有 两 种 转 移 方 式: 垂 直 转 移 ( Vertical gene transfer ) 和 水 平 转 移 (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 tet( X) 基因因为宿主菌较为单一( 表 2) ，垂直转移被认为是其丰度变化的重要原因［62］，例如本

课题在研究厌氧消化对 TＲGs 的控制时发现，tet( X) 的相对丰度( tet( X) /16S rＲNA) 与拟杆菌属在总细

菌中所占比例显著相关，说明在本实验的厌氧系统中 tet( X) 主要通过垂直迁移机制随着拟杆菌属的增

殖或消亡而变化． 基因水平转移是环境中抗性基因传播的重要途径［63］，tet( X) 被发现存在于多种可移

动遗传元件上［35，40-41，57，64］，因此 tet( X) 也可能通过基因水平转移机制在环境中传播． Whittle 等［64］在拟

杆菌属的结合转座子 CTnDOT 上发现了 tet( X1) 基因，该基因与 tet( X) 相比缺少 TetX 的氨基端编码序

列，由此推测 tet( X1) 是 tet( X) 在 CTnDOT 上不完整复制的产物． Ghosh 等［57］认为在土壤细菌中检测到

tet( X) 基因暗示着土壤细菌与动物肠道共生菌间存在 tet( X) 的基因交换，但目前尚无法在实验室条件

下证明该基因( 存在于转座子 Tn6031 上) 可通过结合作用转移到其他菌株中．

5 类似基因

5． 1 tet( X1) 和 tet( X2)

Whittle 等［64］在拟杆菌属( 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 的结合转座子 CTnDOT 上发现了 tet( X) 的两

个同源基因: tet( X1) 和 tet ( X2 ) ． 其中 tet ( X2 ) 编码的蛋白 TetX2 与 TetX 有 99% 的氨基酸序列相同，

而tet( X1) 编码的蛋白 TetX1 与 TetX 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仅为 66% ． Yang 等［50］研究发现 TetX1 仅含

有 359 个氨基酸( TetX 有 388 个) ，而缺失的氨基酸主要存在于氨基端( N-端) ，由于 FAD 结合点位即存

在于 N-端，因此 TetX1 可能是一种无四环素降解活性的蛋白．
5． 2 tet( 37)

Torres 等［77］使用宏基因组学方法从健康成年人的口腔宏基因组中成功克隆并在大肠杆菌中异源表

达了一个新的四环素抗性基因 tet( 37) ． tet( 37) 含有 390 个碱基对，其编码的蛋白 Tet37 与多种黄素蛋

白、氧化还 原 酶 和 NAD ( P ) 依 赖 酶 均 具 有 同 源 性． 紫 外 可 见 光 谱 检 测 和 脱 毒 实 验 ( Detoxification
assay) ［44］证明含 tet( 37) 的大肠杆菌可使四环素灭活，并且其灭活作用的发挥同样依赖于 NADPH． 虽然

tet( 37) 的上述性质与 tet( X) 相似，但氨基酸序列比对显示 Tet37 与 TetX 没有同源性，这表明 tet( 37) 可

能是一种新的四环素类抗生素的降解基因． 宏基因组学方法为从特殊生境中寻找抗性基因提供了一个

新的思路，但该方法无法直接给出新基因的宿主信息．
5． 3 tet( 34)

tet( 34) 是另一种“被认为”具有四环素灭活作用的四环素抗性基因，最早被发现于 Vibrio sp． ( 分离

自黄尾金枪鱼的肠道) 的染色体中［78］，目前其已知的宿主菌属包括 4 种: Aeromonas、Pseudomonas、
Serratia 和 Vibrio［24］． 含有 tet( 34) 的 Vibrio sp． 可表达高水平四环素抗性，其中土霉素对其的最小抑制浓

度达到 500 μg·mL－1［78］． tet ( 34 ) 编码的蛋白 Tet34 含有 154 个氨基酸，与 Vibrio cholerae、E． coli 和

Salmonella enterica 中的黄嘌呤-鸟嘌呤磷酸核糖基转移酶( xanthine-guanine phosphoribosyltransferases) 具

有较高的同源性［78］． Nonaka 和 Suzuki［78］推测其抗性机理为 Tet34 可催化鸟嘌呤、黄嘌呤和次黄嘌呤等

合成对应的核苷一磷酸，增加了蛋白合成的翻译步中嘌呤核苷酸的含量，过量供给的鸟苷三磷酸( GTP )

可促进氨酰转运 ＲNA( aminoacyl-TＲNA) 和延伸因子 Tu( EF-Tu) 的结合，从而促进了 EF-Tu·GTP·tＲNA
复合物与核糖体的结合，保证了肽链的正常合成，同时上述过程通过竞争性结合作用减弱了四环素对蛋

白合成的阻碍，使 tet( 34) 的宿主菌具有了四环素抗性． Tet34 确实是通过酶催化作用表达四环素抗性，

但其并不能化学修饰四环素使其失活［25］，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 tet ( 34 ) 在四环素抗性基因中的分类

地位．

6 tet( X) 的四环素类抗生素降解作用应用潜力及风险控制

Dantas 等［79］研究表明微生物降解是去除环境中多种抗生素的有效途径． Speer 等［47］将 tet( X) 引入

大肠杆菌中构建了可降解四环素的工程菌 E． coli EM24，发现其可以在 8 h 内使含四环素( 50 μg·mL－1 )

的培养液完全解毒，说明 tet( X) 具有高效的四环素降解能力． Zhang 等［28］在不同地区的污水厂不同时间

取的活性污泥样品中均检测到 tet ( X) 基因，作者推测该基因在活性污泥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 但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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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80］和 Gartiser 等［81］研究发现四环素类抗生素不易被生物降解，在生物处理系统中主要通过吸附作用

从水相富集到污泥中． 吸附态 TCs 有可能在后续的污泥土地利用中解吸而释放进入土壤环境，具有潜在

的生态风险［82］． 本课题组考察了某土霉素制药厂废水处理系统中 tet( X) 基因的分布情况，在各处理单

元中均 可 检 测 到 高 水 平 的 tet ( X ) 基 因，SBＲ 反 应 器 污 泥 中 tet ( X ) 的 丰 度 甚 至 高 达 3． 90
×108 copies·mL－1，并且沿污水处理流程 tet( X) 基因的相对丰度( tet( X) /16S rＲNA) 逐渐增高［54］． 同时

在上述系统中还分离出两株含有 tet( X) 基因的鞘氨醇杆菌，表明处理含高浓度抗生素的生物系统具有

高的四环素生物降解潜力，但 tet( X) 在上述系统中的表达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般来说，抗生素属于难降解污染物，利用含有 tet( X) 的高效降解菌或基因工程菌进行抗生素生产

废水的生物强化处理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是，针对这样的生物强化处理系统，必须充分考虑水排放可

能导致的环境风险． 膜生物反应器具有高效的固液分离功能，可有效拦截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抗

性基因和抗性菌［83］，其与生物强化技术的组合有望克服抗药基因排放问题．
降解菌中功能基因表达的直接降解作用底物专一性强，但降解存在着一定的 ( 残留) 阈值［84］．

Gullberg 等［85］和 Knapp 等［86］的研究表明，即使是低浓度 TCs 存在也可以促进抗性基因和抗性菌的增殖

和传播． 因此使用四环素降解菌处理含高浓度抗生素的废水或废物时，应考虑尽量降低四环素的残留．
而具有共代谢作用的胞外氧化还原酶底物专一性低，但对外源物质的降解不受其浓度大小的影响［77］．
目前 已 知 对 于 TCs 具 有 共 代 谢 降 解 作 用 的 微 生 物 主 要 分 为 两 类，一 是 白 腐 真 菌 ( Phanerochaete
chrysosporium) ，其在藜芦醇和 Mn2+作为共代谢基质的情况下可合成分泌锰过氧化物酶( MnP ) 和木质素

过氧化物酶( LiP) ，两种酶对四环素均有较强的降解作用，其中 LiP ( 40 U·L－1 ) 对 50 mg·L－1 四环素的

降解率在 5 min 内可达 95%以上［87-89］． 另一类为硝化污泥，Shi 等［90］研究了硝化颗粒污泥对四环素的去

除特性，发现超过 30%的四环素去除源于微生物共代谢降解作用，增加 COD 或氨氮( ＜150 mg·L－1 ) 浓

度可促进四环素的生物降解，而硝化抑制实验表明氨单加氧酶( ammonium monooxygenase，AMO) 在上述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利用可表达 tet( X) 的降解菌与具有共代谢作用的菌群( 如白腐真菌或硝化

污泥) 构建协同共生体系，将有助于提高四环素类抗生素的降解率和降低其残留阈值．
此处需要强调，目前抗性基因已经被认为是一类新型环境污染物［91］，若将可表达 tet( X) 的降解菌

用于含四环素废水或废物的生物强化处理，需加强其抗性传播的风险控制． 具体可从以下 3 方面考虑:

生物处理系统采用膜生物反应器等工艺，阻断工程菌的转移和流失; 生物处理系统的污泥或残渣采用堆

肥［92］、厌氧消化［60，62］或焚烧等处理，消减抗性基因后方可进行后续处置; 处理后的废水或废物采用紫

外［59］等消毒工艺，加强末端控制．

7 结论与展望

四环素类抗生素的大量生产和使用导致四环素抗性基因在环境中广泛分布，并具一定的细菌耐药

性发展指示作用． 近年来，其中的酶修饰基因-tet( X) 在不同的环境介质中被频繁检出，并且已发现对临

床耐药性具有一定的贡献． 虽然已有多项研究对 tet( X) 的作用机理和环境分布进行了探索，但目前对该

基因的关注仍较少．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今后对于 tet( X) 可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 1 ) 进一步

探索 tet( X) 表达的四环素降解历程，明确中间产物及其抑菌活性; ( 2) 开展更广泛的 tet( X) 环境分布调

查研究，并进一步加强临床环境中 tet( X) 的监测工作; ( 3) 继续筛选 tet( X) 同源基因; ( 4) 将含有 tet( X)

基因的四环素降解菌应用于实际污染体系的生物修复，设计高效的生物降解工艺并加强对抗性基因的

截留，防止其进入自然生境而产生可能的生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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