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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8，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urveillance program of bacteria from food animals has been going on
for 8 years. In this article，composition and main contents of the surveillance network were introduced and its process
control system was also expounded in detail，which included sample collecting，isolation and identiﬁcation of bacteria，
drug resistance detection as well as analysis of the detection result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gram，some
good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chieved，such as establishing a technology platform for monitoring drug resistance，
creating a database possessing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and ﬁguring out the drug resistance situation
of bacteria from food animals in China.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solutions to address related problems were proposed
consisting of regulating the use of antibiotics and feed additives for livestock，strengthening prescription medicine
management，conducting classiﬁed management on antibiotics，and continuously monitoring the drug resistance of
bacteria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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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欧美地区的发达国家

缺少全面了解。为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养殖业，保障

意识到细菌耐药性的潜在危害，先后成立了国家

动物产品安全，2008 年农业部成立了国家兽药安

耐 药 性 监 测 系 统， 如 丹 麦 的 DANMAP、 美 国 的

全评价（耐药性监测）实验室，并发布耐药性监测

NARMS、加拿大的 CIPARS 等

[1-3]

，分别监测动物、

计划，开始开展对动物源细菌的耐药性监测工作，

食品和人体内分离的食源性病原菌耐药性，并定期

迄今已经连续监测了 8 年。为了解我国动物源细菌

发布耐药性监测年度报告。我国在动物源细菌耐药

耐药性监测系统及工作现状，本文进行了简单的回

性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对于动物源细菌的耐药性

顾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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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网络的组成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网络组建于 2008

年，由 6 个单位的国家兽药安全评价（耐药性监测）

3

实验室组成，分别是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中国动

3.1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的过程控制
采样

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辽宁省兽药饲料畜产品质

为了保证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采样过程中的

量安全检测中心、上海市兽药饲料检测所、广东省

规范性和代表性，除了无菌采样的基本要求外，
《计

兽药饲料质量检验所和四川省兽药监察所。2013—

划》还要求各监测单位须将定点采样和随机采样相

2015 年，又有 4 个单位的耐药性监测实验室加入，

结合，每个耐药性监测实验室每年选择 10~20 个养

分别是中国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省兽药饲

殖场或屠宰厂（要求规模化养殖场和小型养殖场各

料监察所、湖南省兽药饲料监察所和陕西省兽药监

占一半）进行随机采样，选择 2 个定点养殖场为跟

测所。目前，这 10 家耐药性监测机构（图 1）组

踪监测场。采样时，各监测任务承担单位要认真做

成了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网络，负责全国动

好统计工作，包括饲料和饲料药物添加剂的来源与

物源细菌的耐药性监测和农业部《动物源细菌耐药

种类、采样前动物使用抗菌药物情况（预防用药和

性监测计划》（以下简称《计划》）的实施。

治疗用药）等，据实填写采样记录表。
3.2

细菌的分离鉴定和耐药性检测
在动物源细菌的分离鉴定方面，各监测单位采

用相同的方法开展目标菌的分离和鉴定，动物源
大肠杆菌、肠球菌、沙门氏菌、葡萄球菌和弯曲杆
菌等的分离鉴定方法详见《计划》[4-12]。与丹麦的
DANMAP、美国的 NARMS 等耐药性监测系统一
致，我国的动物源细菌耐药性检测采用微量肉汤稀
图1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网络的组成

释法，准确定量检测动物源细菌对抗菌药物的最小
抑菌浓度值（MIC 值）。为了保证耐药性检测结

2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的主要内容
根据农业部文件 [4-12]，农业部负责《计划》的

组织实施工作，10 家耐药性监测机构分别负责不
同地区的抗菌药物的耐药性监测工作，中国兽医药
品监察所负责全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的技术指
导和数据库建设维护等工作。

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根据我国动物临床用药实际、
药物选择原则、药物敏感性判定标准 [13] 以及专家
建议，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组织设计了我国动物源
细菌耐药性检测板，确定了耐药性检测板的药物种
类和药物浓度范围，并统一选用经过考察并获得质

执行《计划》的监测机构要根据采样要求，从

量认证的厂家，提供耐药性检测板。此外，各监测

全国不同地区的养殖场或屠宰厂采样，采样类型包

单位在使用检测板之前，必须用质控菌株进行耐药

括泄殖腔 / 肛拭子、盲肠或其内容物、牛奶、猪扁

性检测过程的质量控制，以确保耐药性检测过程的

桃体、病料组织等。

可控性。

在监测的细菌种类方面，2008 年至今，一直

3.3

耐药性检测结果的汇总分析

连续监测的细菌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

检测出细菌对抗菌药物的 MIC 值后，各耐药

萄球菌。2011—2013 年，增加了对弯曲杆菌（分

性监测单位必须登陆动物源细菌耐药性数据库，将

为空肠弯曲杆菌和结肠弯曲杆菌）和肠球菌（分为

采样信息以及耐药性检测结果录入数据库，运用数

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的耐药性监测。此外，还开

据库的强大分析功能，统一进行结果的汇总分析和

展了动物致病菌（包括猪链球菌、副猪嗜血杆菌和

数据的溯源（图 2），这提高了数据分析的准确性

巴氏杆菌等）的耐药性监测工作。

和结果报告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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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复杂（包括不同养殖场、不同地区、不同动物、
不同血清型，以及不同时间的细菌分离率、血清型
分布、耐药率、耐药谱和 MIC 分布等），而且分
离菌株的种类和数量都较多，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
于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实现耐药性监测数
据的网络共享，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开发建立了动
物源细菌耐药性数据库 [14]，并已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该数据库利用 B/S 体系架构，通过互联网，可
实时传输耐药性监测数据，并进行耐药性监测结果
图2

4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数据库的数据分析流程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取得的成就

的综合分析。目前，该数据库中已有 3 000 多株菌
株的来源、耐药性和血清分型等数据信息。

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已经进行了 8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数据库部署于中国兽药信息

年时间，监测范围覆盖全国 22 个省（自治区）和

网网站（www.ivdc.org.cn），于 2009 年上线运行，

4 个直辖市，监测的细菌种类有 8 种，耐药性监测

通过不断更新，在科学性、实用性等方面已逐渐完

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概述如下。

善，实现了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数据的即时

4.1

上报、网络共享，以及数据统计分析的同步化、系

建立了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技术平台和耐

药性细菌资源库

统化和标准化等功能。这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

针对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技术标准和方

且有助于及时准确把握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的变

法相对匮乏的局面，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牵头组

化趋势，为主管部门制定合理的抗菌药物使用政策

织制定了动物源大肠杆菌、肠球菌、沙门氏菌、葡

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持。

萄球菌和弯曲杆菌等细菌的分离鉴定方法和耐药性

4.3

摸清了我国动物源细菌的耐药性状况

检测方法，建立了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技

为了更好地开展耐药性监测工作，对 2008 年

术平台；收集、分离并鉴定了上世纪 60 年代至今

至今分离的 30 000 余株菌株的耐药性情况进行了

的 8 种动物源细菌（包括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金

总结分析，分析内容包括：比较不同细菌耐药性状

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弯曲杆菌、链球菌、副

况，了解不同细菌的耐药性特点；比较不同时期的

猪嗜血杆菌和巴氏杆菌），共计 30 000 多株，并

细菌耐药性状况，了解各种细菌的耐药性发展演变

完成了细菌的血清型鉴定和耐药性检测。此外，

过程；比较不同动物体内的细菌耐药性状况，了解

从美国微生物保藏中心（ATCC）等单位引入了

各种动物体内细菌的耐药性特点；比较不同地区动

6 种质控菌株（大肠杆菌 ATCC 25922、大肠杆菌

物细菌耐药性状况，了解地区间的耐药性差异及原

ATCC 35218、金黄色葡萄球菌 ATCC 29213、肠球

因；比较不同养殖场细菌的耐药性状况，了解养殖

菌 ATCC 29212、肺炎链球菌 ATCC 49619 和空肠

用药与耐药性之间的关系；比较不同血清型细菌的

弯曲杆菌 ATCC 33560），以上述菌株为基础，建

耐药性状况，了解血清型对细菌耐药性的影响；全

立了我国动物源耐药性细菌资源库。

面分析总结我国动物源细菌的耐药状况、特点和对

4.2

动物疾病防治及公共卫生带来的危害，提出应对措

创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物源细菌耐药

性数据库

施。通过对我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动物的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养殖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

用药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因此对监测结果的数据

弯曲杆菌等细菌的耐药性发展趋势进行调查研究，

分析至关重要。由于动物源细菌耐药性分析的内容

基本了解了我国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的现状、产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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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耐药趋势。

使用药物，动物发病时即可使用；二级（或二线）药，

5

为限制性使用药物，在一线药物治疗无效时方可选

针对我国动物源细菌的耐药现状的应对措施
根据耐药性监测结果，我国动物源细菌对抗菌

择使用；三级（或三线）药，为特殊使用药物，在

药物的耐药率比欧美地区发达国家的要高，这与我

一些特殊疾病中，二线药物使用无效时才能使用，

国在动物养殖过程中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甚至滥

并根据科学实验数据，划定上述分级药物的种类、

用）有关。因此，为了防止细菌耐药性的蔓延，遏

使用方法及用量。

制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必须规范我国兽用抗菌药物

5.3

的使用，建议采取如下措施加强动物用药的管理。

策的科学水平

5.1

规范我国兽用抗菌药物饲料添加剂的使用

持续开展畜禽细菌耐药性动态监测，提高决
鉴于细菌耐药性的产生速度远大于新抗菌药物

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的产生与饲料中抗菌药物的

的研制速度，想要通过不断生产出新的抗菌药物来

长期低剂量添加有关，因此规范药物饲料添加剂的

控制细菌的耐药性是不现实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对

使用有助于减缓或控制细菌耐药性的蔓延，从而保

细菌进行耐药性监测，不断监测流行的菌株及其耐

障公共卫生安全。目前，欧盟已经全面禁止将抗菌

药方式。由于耐药常常发生在一个周期内，所以必

药物用作饲料添加剂，美国将于 2017 年年底禁止

须通过不断监测来发现这种趋势。这不仅是判断临

饲料中添加预防用抗菌药物

[15]

，我国在这方面也

床耐药感染严重性和决定临床抗菌药物使用的基本

已经开始行动。监测结果表明，我国沙门氏菌对粘

方法，也是管理部门制定临床用药政策和药物供应

菌素的耐药率呈逐年升高趋势，这很可能与兽医临

政策的需要。因此，必须持续开展并做好动物源细

床上将这类药物广泛用作饲料添加剂有关；而且，

菌的耐药性监测、耐药趋势的追踪和报告，为兽医

携带 MCR-1 的质粒可传导对粘菌素的耐药性

[16]

。

临床提供及时、准确的细菌耐药资料，并指导临床

因此，根据硫酸粘菌素安全性评估结果，农业部现

合理选则抗菌药物，提高治疗效果以及控制耐药菌

已停止将硫酸粘菌素用于动物促生长

[17]

。但是，

的扩散和传播。

目前大环内酯类（替米考星、泰乐菌素）、林可胺

总之，细菌耐药性问题已经引起各方关注，为

类（林可霉素）和维吉尼亚霉素等药物仍可作为抗

了共同抗击细菌耐药性，2015 年 6 月，国家卫生

菌促生长饲料添加剂使用，由于交叉耐药性的存在，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 14 个部门联合制定了《遏制

建议对饲料添加抗菌药物进行全面风险评估，根据
风险评估结果，进一步规范我国兽用抗菌药物饲料
添加剂的使用。
5.2

加强动物处方药的管理，建立治疗用抗菌药

物的分级管理制度
一是建议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OIE）的标准，按照药物的特性进
行分类，明确动物用药的种类，严格区分人用药与

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 年）》[18]。
我国在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方面已走在前列，不
仅建立了基本覆盖全国的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网
络和耐药性监测技术平台，而且连续开展了近 9 年
的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系统调查了解了我
国的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状况，并根据耐药性风险评
估结果停止了粘菌素用作饲料添加药物，这些都进

动物用药。二是建议严格规范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

一步保障了《计划》中有关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目标

药管理。根据细菌的交叉耐药特点，如果一种药物

的顺利完成。

为处方药，则对于与该种药物存在交叉耐药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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