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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的暴发严重威胁生物安全，危害人类健康． 人类活动包括快速城市化、集约化养
殖、全球贸易和旅行等加速了传染性疾病的传播． 人群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紧密相关，国际上健康一体化（ One Health）
的理念已被广泛接受用以管理和预防人畜共患病的暴发． 城市环境是人群-微生物组-环境要素相互作用最为强烈和最为复杂
的场所，使得城市环境生物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系统分析了城市环境生物安全领域的研究进展，厘清了该领域研究的主
要挑战，提出了建立城市环境生物安全大数据平台、评估微生物污染健康风险和构建城市微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及治理体系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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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and Challenges in Biosafety Ｒesearch for Urban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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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lobal emergen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ignificantly threatens biosafety and human health．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including rapid urbanization，agricultural intensification，global trade，and travel，are major drivers of zoonotic disease emergence．
Emphasizing on the nexus of human，animal，and environmental health，the ‘One Health’approach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for
managing and preventing zoonoses． Urban environments are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and complex interactions among the microbiomes of
humans，animals，and various environmental components，which manifest critical roles in urban biosafety． This review summarizes the
recent advances and major challenges facing biosafety in urban environments． We also propose a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for
biosafety in urban environments through multi-sectoral and tran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to improve risk assessment and prevention for
zoonotic disease threats at the system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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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因素带来的安全问题自古以来是人类面临
的巨大挑战． 人类历史上多次由细菌和病毒引起的

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是国家战略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

传染性疾病大暴发，造成全球大量人口死亡． 生物武

体制，加快推进人口健康和生物安全等领域科研力
量布局，整合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卫生和医疗

器的使用以及生物恐怖对军事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
巨大的影响． 食品安全和食源性疾病的危害是人们
关注的重大问题． 此外，现代新兴生物技术和生物体
改造手段的快速发展，为科学伦理和生物安全带来
了新的挑战．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国际贸易和旅游
业的发展加快了微生物病原体的流动和促进了传染
性疾 病 的 传 播． 2009 ～ 2019 年，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WHO） 已宣布过 5 次“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包括 2009 年 H1N1 猪流感病毒疫情、2014 年
野生型脊髓灰质炎病毒疫情、2014 年西非埃博拉病
毒疫情、2015 ～ 2016 年寨卡病毒疫情和 2018 年刚

设备等领域的国家重点科研体系，布局一批国家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加强
生命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医疗健康关键核心技术
突破，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
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民
健康、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具有不可估量的影
响． 其重要性不亚于金融安全和能源安全 ，并与粮食
安全和生态安全紧密相关． 生物安全关系到国家公
共卫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各国如

果埃博拉病毒疫情等．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
行对人民健康、社会经济和政治均产生了深远的

美国和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均已或拟将生物安全战

影响．
2020 年 3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生命安
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重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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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制定相关的国家生物安全战
［1］
略规划 ． 生物安全相较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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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城市发展带来愈发严峻的新挑战 ．

． 大多数新

居民健康离不开健康的城市环境． 近年来的新
发传染病多为人畜共患病，许多病原微生物可通过

发和烈性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强和传播速度快等特
点，而城市作为现代主要人群的生活和工作场所 ，人

多种环境介质在人和动物间传播，人类、动物和生
［6］
态系统的健康紧密相关 （ 图 1） ，人们逐渐认识到

口密集，城市居民聚集性社交频繁； 同时城市工商
业发达，是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城市一旦暴

需要采用健康一体化 （ One Health） 的理念，通过跨
学科、跨部门和跨国家（ 地区） 多方面的合作来防控
［7 ～ 9］
，因此保持城市环境
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扩散

［2］

统安全问题，其本身具有鲜明的特点

发生物安全问题，将给居民健康、社会经济发展和
生态环境带来重大影响，因此亟需从国家战略的高
度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保障城市环境生物安
全，维护人群健康、国家经济和生态系统安全．
1

健康安全是保障生物安全和保护人群健康的重要组
成部分．

生物安全的内涵

关于生物安全的定义国际上尚无广泛认可的统
［2］
一概念，其研究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 狭义的
生物安全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指病原微生物的安全
防护与管理措施，保护实验室人员免受感染，防止病
原微生物等实验材料的意外泄漏，保证病原微生物
［3，
4］
；
不被有意窃取或有意地滥用等所带来的危害
二是指对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的管理
措施，以及转基因生物体的利用与转移 ，使其符合科
学伦理规范，防止转基因生物体的滥用带来的食品
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问题．
广义的生物安全则指与生物有关的人为或非人
为因素对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人民健康及生态
环境所产生的危害或潜在风险，以及对这些危害或
风险进行防范、管理的战略性和综合性措施． 这里
的生物因素包括了自然界中天然的生物因子 、转基
［2］
因生物和现代生物技术 ． 广义的生物安全涵盖了
传染性疾病、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食品安全、微
生物实验室安全、现代生物技术安全以及生态安全
的部分内容，符合当前国家安全、人群健康、现代
生物技术管理和生态环境压力等多个方面对生物安
全的需求．
2

城市环境生物安全的范畴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健康中国建设已上升为国家
战略，2016 年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旨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实
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
［5］
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 我国城市化
水平不断提高，2012 年我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
人口，当前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的趋势还在持续 ． 然
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中人口高度密集，城乡居
民交流广泛，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主要推动力，同时也

修改自文献［6］
图1
Fig． 1

人、动物和环境共享复杂微生物世界
Humans，animals，and the environment share
a complex microbial world

城市环境生物安全即指城市生态系统中由生物
带来的对人群健康、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潜在风险和
危害，以及相应的防控措施． 这里的生物因素同样包
括了自然界中天然的生物污染物、转基因生物和现
代生物技术，但更侧重于环境方面的内容，包括人为
和非人为因素导致的生物污染物向城市环境的释
放、人群通过多种环境介质 （ 包括空气、土壤、水
体、食品及城市建成环境介质等 ） 暴露于生物污染
物的健康风险、以及对生物污染物的监测、减排和
灭活等综合性管理措施．
病原微生物、耐药微生物及其耐药基因是环境
中主要的微生物污染物． 与病原微生物相关的传染
性疾病是当前生物安全领域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
主要是病原细菌、真菌、病毒和原生动物等，如美
国 CDC 所列具有潜在严重健康威胁的病原微生物
（ https： / / www．
selectagents．
gov /
清 单
SelectAgentsandToxinsList． html） ． 此外常见病原菌抗
生素耐药性的增强和全球范围内的扩散也严重威胁
［10 ～ 12］
，相关的耐药微生物和
了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
［13 ～ 15］

耐药基因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 城市环境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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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32］

． 目前，传
染病仍然是全球卫生和安全的重大威胁 ，下呼吸道

大量微生物，
特定条件下少量微生物物种可以迁移到
人类和动物体内并引发疾病，
由微生物引发的疾病往

成和多样性也跟人体健康紧密相关

往具有隐蔽性、潜伏期长、突发性和致病性强烈等特
点，
尤其是对于新型致病微生物引发的传染性疾病的

感染、腹泻、艾滋病和结核病等是国际关注的传染
［33］
性疾病 ，感染性细菌耐药性的增强和扩散极大地

防控难度巨大． 国际上对于生物实验室和转基因生物

降低了抗生素的疗效． 围绕着城市环境生物安全和
人群健康，各国科学家们主要开展了微生物污染物

等现代生物技术目前已有相对较为完善的分级和管
［3，
16，
17］
，
理方案
然而目前对城市环境微生物组成、功
能、传播途径和扩散机制尚未有清晰的认知． 城市环

（ 包括病原微生物、耐药微生物和耐药基因） 的来源
和组成、迁移与传播和健康效应与风险评估、防控

境是人类对自然环境干预最强烈和自然环境变化最
剧烈的场所，
具有人口密度高、人口流动性强、人群

策略等方面的研究．
3. 1 微生物污染物的来源

来源复杂、物质和能源流动性大和环境变化剧烈等
特征． 城市化发展进程带来的生态退化、环境污染、

城市环境生物安全研究中首要需鉴别各类别微
生物污染物的主要来源，从而有针对性地对不同污

气候变化和野生动物接触等剧烈变化，使得城市环境
中动物、微生物组成和多样性也会发生剧烈变化，因

［34］
染源进行防控． 自然环境中病原微生物较少 ，但
在人和动物聚集环境中其丰度显著增加 ，人群主导

此，
城市环境也是微生物-人群-环境相互作用最为强
烈和最为复杂的场所． 从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角度出

的生态系统中人畜共患病原微生物宿主多样性也显
［35］
著升高 ． 医院是城市环境中微生物污染物的重要

发，
对城市环境微生物开展系统研究将有利于城市微
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从而将传染性疾

来源，医院环境病人聚集，常见病原微生物和耐药基
因均可在医院环境中检出，并且多重耐药菌比例较

病预防的关口进一步提前．

高

3

［36］

． 医院环境微生物污染物多为人类病原菌和抗

生素治疗高度相关的耐药基因，具有较高的人群健
［11］
康威胁 ，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城市环境微生物安全研究进展

城市微生物组是城市不同环境介质中多种土著
和瞬态微生物的集合，这些微生物栖息在城市生态

城市生活污水和污水处理系统是城市环境微生
［37，
38］
． 城市生活污水汇集
物污染物的另一重要来源

系统中的自然环境和建成环境中 ，包括大气，绿化植
物，土壤，水体，建筑物表面，室内环境，人体以及城

了大量人体肠道微生物、耐药细菌和耐药基因等，

市基建环境（ 如医院、污水处理厂、下水管道、道路
和地铁系统等 ） 等． 城市微生物组在城市生态系统

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排放可造成城市土壤和水体污
染，即使是处理后出水中仍可含有一定量的微生物
［39］

污染物

．

中具有最高的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为维持人类活动
［18，
19］
． 有研究表明，美国
提供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

动物养殖业也是城市环境微生物污染物来源之
一． 动物养殖场通常不位于城市中，其直接影响较

城市大气中具有高度多样化的瞬态微生物群落 ，存
［20］
在着至少1 800 种不同的细菌 ； 非洲和加勒比海

小． 然而动物粪便及其制备的有机肥常常含有微生
物污染物，有机肥农用及城市绿地用肥可导致城市

沙尘暴每克土中约含有10 000 个细菌，每年约有 100
万 t 的沙尘土壤在大气中移动，因此估计在大气中

土壤污染

［21，
22］

16

［40］

［41］

度增加

，并可使植物如蔬菜中微生物污染物丰
，从而对食品安全造成潜在威胁．

； 城市公园土壤具有
至少约有 10 个灰尘细菌
其他生物群区（ 如北极区、热带区和沙漠地区） 同样

动物是人畜共患病原微生物的主要携带者，驯
养动物、灵长类和蝙蝠比其它哺乳动物携带有更多

［23］
多的微生物物种分类和群落种类 ． 城市微生物丰
度、多样性和功能会随着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

种的传染性动物病毒

［23，
24］

． 湿度、温
化，土壤深度增加微生物多样性增加
度、植物、宠物和人类等因素也会影响微生物从室
［25 ～ 27］

外环境向建成环境内部的迁移

． 最近的研究也

［42］

． 动物源食品安全和家养宠

物传染性微生物也一直是生物安全关注的部分 ． 近
年来，城市野生动物逐渐引起关注，如有研究表明美
国纽约城区的家鼠是致病细菌和病毒的潜在储库 ，
家鼠粪便中检测到 36 种病毒，其中 6 种是新病毒，

表明中国香港和纽约城市地铁系统具有高度多样的
微生物，温度、相对湿度和人流高峰时段都会影响

同时也 携 带 4 种 可 引 起 人 类 肠 道 感 染 疾 病 的 细
［43］
菌 ； 澳大利 亚 墨 尔 本 附 近 的 水 鸟 携 带 27 种 病

［28，
29］

毒，包括 2 种多宿主病毒 （ 禽类冠状病毒和甲型流
［44］
感病毒） 及 1 种新型轮状病毒 ． 相应地城市农贸

地铁内微生物的多样性

．

城市环境微生物群落中包含多种病原微生物，
可以通过人类活动在城市环境中传播扩散，直接影
响人群健康，而且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环境微生物组

市场、批发市场等可能成为微生物污染物的重要节
点，有研究表明城市农贸市场活禽交易区耐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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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丰度显著高于周边样品 ．
此外，城市环境中其它一些微生物富集区域也

数学模型的研究显示热带森林地区土地利用方式改

影响城市生物安全． 比如城市生活垃圾堆放点容易
［46，
47］
．
滋生多种潜在病原菌，威胁人类和动物健康

变及哺乳动物多样性与动物传染性疾病的暴发显著
［49］
相关 ． 人和动物是微生物污染物的主要携带者，

室内空调系统可富集病原菌和病毒，如嗜肺军团菌
跟空调系统紧密相关，可引起感染性肺炎，影响室内

人和动物在城市环境中的活动必然伴随着微生物污
染物在城市环境中的扩散、迁移和循环． 目前已有

［48］
环境微生物安全 ．
3. 2 微生物污染物在城市环境中的迁移与传播

多项针对城市交通工具表面和空气中的微生物组 、
潜在病原微生物以及耐药基因的组成 、分布特征的

人、动物活动以及自然因素驱动了微生物污染

［35］
． 一项基于
物在城市环境中的迁移和传播 （ 图 2）

［50 ～ 54］

研究

．

修改自文献［35］
图2
Fig． 2

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对人畜共患疾病传播的影响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effects of land use change on zoonotic disease transmission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鉴别了驱动动物传染性疾病
暴发的 7 个主要人为因子，包括人类对动物蛋白需
求的增加、不可持续的集约农业、城市化等带来的
对自然资源不可持续性的利用、对野生动物的开发
利用、食物供应链的变化、旅行和交通以及气候变
［55］
化 ． 多种人为活动均可促进微生物污染物在城市
环境不同介质中扩散和迁移，如污水的排放、动物
有机肥的施用、医疗和生活垃圾的填埋、动物屠宰

［58 ～ 62］

多样性和丰度通常高于正常水平

．

大量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的病原微生物，包括
细菌、病毒、真菌和原生动物等也广泛分布于城市
水体中． 已被识别出的水传播病原微生物超过 140
［63］
种 ，它们可通过饮水传播、水依赖传播以及与水
相关的生物携带传播等方式导致传染病的发生和流
行． 近年来全球频发的极端降雨事件，给城市水体的

微生物污染物在城市环境中的迁移、传播和循

生物安全保障带来了极大威胁： 2005 年 Katrina 飓
风、2015 年 Soudelor 超强台风和 2018 年 Harvey 飓
风分别导致美国新奥尔良、中国厦门以及美国休斯

环还受到微生物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和自然环境驱动
力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病原微生物在不同类型环境

敦地区城市排水系统超载，造成未经处理的污水溢
流，极大地增加了城市水体、饮水管网、地表路面

介质中其赋存特征具有极大差异． 城市环境中空气
和水体流动等是重要的自然驱动力． 有研究表明城

． 最近
以及低层建筑中病原微生物的暴露风险
的一项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可通过降雪导致耐药基因
［67］
的全球扩散 ．
3. 3 微生物污染物的人群暴露健康风险

和交易等．

市灰尘中含有多种耐药基因，并且具有明显的季节
差异，这些灰尘中耐药基因可通过空气流动进入大
［56，
57］
． 空气
气环境中，影响空气中的耐药基因组成
质量对空气耐药基因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空
气污染严重时，尤其是雾-霾天气中空气耐药基因的

［64 ～ 66］

在医学领域病原微生物的健康风险已有较为深
入研究，针对细菌耐药性问题，WHO 也于 2017 年发
布了“指导新抗生素研发的抗生素耐药细菌优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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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列表” ． 在城市环境生物安全研究中主要侧重人
群通过饮食、呼吸和接触等途径微生物污染物的暴

对微生物污染物主要传播媒介和途径的阻断措施 ，
如此次新冠疫情中采取的感染者隔离 、勤洗手和戴

露健 康 风 险． 定 量 微 生 物 风 险 评 价 （ quantitative
microbial risk assessment，QMＲA） 是一种以定量的

口罩等措施． 最后，采用物理和化学等方法对环境介
质中微生物污染物的消杀措施．

方式评价病原微生物暴露对人体健康的风险 ，包括
危害鉴定、暴露评价、剂量-反应关系评价和风险表

4

征，已被 WHO、美国、加拿大、欧盟和澳大利亚等
［68，
69］
． 国外学者
国家和组织应用于水环境风险管理

尽管国内外科学家在该领域已开展了较多的研
究，但仍然存在许多科学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现有

应用 QMＲA 对城市水体病原微生物暴露风险开展
［70］
了广泛研究 ，该研究发现多种人类粪便指示菌和

研究手段难以满足城市环境生物安全对微生物污染
物监测和预警的需求． 微生物污染物包括多种病原

指示病毒可替代水传播病原微生物来评估污水原水
和二级出水污染休闲水体造成的人群肠道健康风
险． 我国学者基于隐孢子虫、蓝氏贾第鞭毛虫、粪

微生物和耐药基因等，然而我国现行 3 个水质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 GB 5749-2006） 、《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 》（ GB 3838-2002） 和《地下水环境质

大肠菌群和总大肠菌群等常规指标，对饮用水、景
观 水 体 及 再 生 水 应 用 场 所 开 展 了 QMＲA 分

量标准》（ GB 14848-2017） ，仅收录了总大肠菌群、
粪大肠菌 群、大 肠 埃 希 菌、沙 门 菌、大 肠 埃 希 菌

［72 ～ 74］

析

城市环境生物安全的挑战和展望

O157∶ H7、蓝氏贾第鞭毛虫和隐孢子虫等病原微生

．

相对于病原微生物，目前关于环境中耐药基因
的健康效应和风险评估目前研究较少，是该领域当
［75］

前研究的难点和重点

． 虽然目前已有人提出了基

于抗性基因的抗性类型、可移动性以及是否与病原
［76］
菌相关等标准的抗性基因风险分级框架 ，鉴别抗
性基因通过呼吸、摄食等人群暴露途径，进而研究
［77］
环境耐药暴露对肠道微生物和耐药组的影响 ，量
化抗性基因的暴露量，从而结合微生物风险评估的
方法初步对抗性基因风险进行评价，然而针对耐药
［75，
78］

基因的健康风险的评价仍处于起步阶段

． 主要

因为受限于健康风险评价所用的各种定量数据及模
型方法较为缺乏，比如大尺度的抗性基因种类和丰

物指标，远不足以反映城市水体的水质状况 ，更谈不
上维护生物安全． 近年来已发展出高通量病原菌检
［83，
84］
，但 尚 未 推 广 应 用 于 环 境 生 物 安 全 领
测技术
域，微生物污染物的实时在线监测更是该领域急需

突破的技术． 除了病原菌以外，病毒是人群健康的主
要威胁，尽管当前高通量测序技术极大地支持了该
［85］

领域的研究，但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

，特别是

对未知病毒的威胁缺乏有效的识别手段 ，并且目前
尚未有针对病毒的高通量定量监测技术 ． 未来需要
特别加 强 环 境 病 毒 组 的 研 究 及 其 相 关 数 据 库 的
构建．

度的定量数据，抗性基因水平转移频率的估算，抗生

正是由于研究手段的缺乏，目前相关研究多聚
焦于少数几种微生物污染物，尚未能全面描绘微生

素和重金属等选择制剂的选择压力与抗性基因突变
和转移的定量关系，与抗性基因相关的流行病学数

物污染物在城市环境中的分布特征 ． 同时，由于城市
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微生物污染物的生物学特征、

［79，
80］

据的收集及其量化模型的构建等因素
3. 4 防控策略

．

目前城市环境生物安全的防控策略首要以源头
控制为主，包括完善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严格消
毒医疗废弃物，改进工艺 （ 如高级氧化法 ） 提高污水
处理对微生物污染物的去除率，发展超高温堆肥、
动物堆肥和生物炭制备等技术进行动物粪便和剩余
污泥的处理等措施，从而减少中水排放和有机肥施
用对受纳环境的污染，并基于流行病学数据鉴别和
预测传染病高发风险地区，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防

人为活动和自然因素共同影响了微生物污染物在城
市环境中的生消动态和扩散过程，尚未能全面解析
其迁移传播途径和规律，甑别主控影响因素．
对微生物污染物环境暴露风险研究不足． 目前
暴露风险研究同样集中于少数几种微生物污染物 ，
而对于多数病原微生物缺乏不同病原微生物的生理
毒性及人群暴露参数等基础数据的积累 ，同时缺乏
［69］
对 QMＲA 各个环节的不确定性分析 ．
针对这些挑战，聚焦城市多生境多物种的微生

． 其次，建立健全监测报告预警系统，如由疾

物组学和生物安全，综合考虑病因、宿主和环境的
相互关系，将来在城市环境生物安全急需开展以下

病防御控制中心负责和管理的传染病疫情监测和报
［82］
告系统 ，国家卫生计生委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负

研究： ①研发城市环境微生物组监测新方法 ，建立城
市环境微生物监测系统，探明城市环境微生物组和

责的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 （ CAＲSS） 以及由农业农
村部负责的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计划等 ． 再次，针

典型人类病原菌的时空变化规律，构建城市环境生
物安全大数据平台； ②明确城市环境微生物组分布

［49，
81］

控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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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规律和扩散传播途径，解析环境微生物组与人体微
生物组的相互作用机制； ③识别城市环境病原微生
物的人群暴露途径，构建病原菌传播预警模型，评估
微生物污染健康风险，并提出防控对策． 从而形成系
统完备的“实验-监测-大数据 ”的综合平台，为国家
生物安全防控提供科技支撑． 此外，未来还应加强与
疾控和临床领域的合作，在早期监测、诊断、预防、
控制和治疗全链条联合攻关，构建城市微生物安全
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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