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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细菌耐药性已成为威胁全球人类及动物安全的重大问题，多个世界组织及发达国家已发出实施干预控

制的倡议或已制定行动计划。本文分析了细菌耐药性的遗传学发生机制、耐药菌和耐药基因的流行病学传播途
径及控制传播的措施，以期对制定和完善细菌耐药性干预控制策略和措施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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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is presenting a global threat to human and animal health. Interventional strategies
and action plans of several world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The genetic mechanism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the general epidemiological pathway of pathogens and genes with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the effective interventional measures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in order to provid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developing strategies to tackl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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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菌是指临床上出现的多种能够抵抗抗生素

录 的 耐 药 菌 信 息 包 括 13 293 个 耐 药 基 因， 涉 及

而导致治疗失效的致病菌，如耐甲氧西林和万古霉

257 种 抗 生 素 [4]。2013 年，CARD 数 据 库（The

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抗万古霉素的肠

Comprehensive Antibiotic Resistance Database）报道

球菌（VRE）、多重耐药性的链球菌（MDRSP）、

其收录了 3 000 种有明确名称的耐药基因，当前还

结核分枝杆菌（MDR-TB）以及 NDM-1 超级耐药

在持续增加中 。研究和阻止耐药菌的出现、感染

菌等。近年来，临床上不断出现的“超级细菌”病例，

和传播，已成为全球的共同目标，需要利益相关方

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2016 年，美国发现首例
[1]

能够抵抗所有已知抗生素的细菌感染病例 。根据
英国政府报道，全球每年约有 5 000 万人死于耐药
[2]

菌感染 。耐药菌感染给全球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
仅美国 1 年就需花费约 350 亿美元用于耐药菌感染
[3]

治疗 。
2008 年， 美 国 马 里 兰 大 学 ARDB 数 据 库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Database） 报 道 其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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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的共同努力，包括动物及其产品生产消费链、人类
及医疗体系、植物生产及环境部门等，以减少耐药
菌的发生与流行，保护人类及动物的安全健康。
1

细菌耐药性的遗传学发生机制
从基因遗传学角度来看，微生物产生耐药性主

要有 2 种机制。一是在微生物进化过程中，基因突
变后产生耐药性；二是耐药基因平行转移，微生物
获得来自其他微生物的外源耐药基因而产生耐药性。
1.1 基因突变产生耐药性
基因突变不是由于细菌与药物接触而产生，

而是细菌在进化过程中自发突变产生的，经临床频

2.1

耐药菌通过食物链由动植物向人类传播

繁使用抗生素之后，药物抑制敏感菌的生长或将其

动植物可以为人类提供肉类、蛋类、乳制品、

杀死，而抗药性细菌继续生长繁殖形成抗药菌系，

水果、蔬菜等，而动植物及产品中的耐药菌和耐药

并广泛传播。以结核分枝杆菌为例，由于结核分枝

基因可通过食物链途径向人类传播。已有证据证明

杆菌在进化过程中发生耐药性突变，导致多重耐药

乳酸菌的抗药基因在即食食品如奶酪、原料乳、猪

性，现已确定能够耐受的药物有利福平、异烟肼、

排、火鸡、牛肉和蘑菇、菠菜中被发现

链霉素、吡嗪酰胺、乙胺丁醇、丙硫异烟胺、喹诺

日本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其原因即是饲料中经常使

酮类和克拉霉素等，每种耐药性均涉及结核分枝杆

用抗生素，致使其致病力变强，对多种抗生素耐药

[6]

[12]

。1996 年，

菌 1 个或多个耐药基因的突变、缺失或颠换等 。

的大肠杆菌 O157 变异菌株增殖流行，经由动物粪

在药物选择压力下，耐药菌株增殖并流行，导致人

便等途径污染水源和食品，造成暴发流行性食物中

和动物感染事件的发生。

毒

1.2

多重耐药性的沙门氏菌与分离自病人的沙门氏菌有

耐药基因通过质粒等在细菌间平行转移，细

[13]

。另有研究表明，分离自鱼类贝类中的具有

97.4% 的同源性 [14]。

菌因获得外源耐药基因而产生耐药性
耐药的细菌遗传基因，可以通过质粒、噬菌
[7]

体和转座子在细菌间平行转移 ，很多在人医上最

2.2

耐药菌通过直接接触在动植物和人类间双向

传播

常见的人类耐药基因位于可在不同细菌菌株和种

宠物主与宠物接触密切，畜牧养殖场中的养

[8]

属间交换的质粒基因中 ，例如 MRSA 耐药基因

殖人员以及兽医经常与动物有直接接触。近年来，

mecA 基因是一个外源性基因，来自凝固酶阴性葡

有报道称 MRSA 已在猪、马以及其他部分动物身

萄球菌或肠球菌属，通过转座子或质粒转移到原本

上被发现，有调查显示，来自于猪场的人群或者与

对甲氧西林敏感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中，并整合在染

猪有过接触的人群携带 MRSA 的几率高于普通人

[9]

[15]

色体第 10 节段上 ，使得原本对甲氧西林敏感的

群

金黄色葡萄球菌获得了耐药性。

动物和人类间双向传播。

质粒上常常载有编码多种耐药因子的转座子，

2.3

。这说明 MRSA 能够通过直接接触的方式在

结合型转座子能介导耐药因子转移，它不仅在革

耐药菌在动物、人与环境间双向传播
人类和动物的粪便中含有耐药菌及耐药基因，

兰阳性菌中有广泛的宿主，在革兰阴性菌中也有

通过污水、废水及排泄物向环境排放；人类或动物

宿主。因此转座子能形成各种难以对付的多重抗

的粪便未经处理用于施肥时，粪便中的耐药菌及耐

药性菌株

[10]

。整合子也是细菌出现多重耐药性的

药基因会向土壤环境中传播，环境中的耐药菌进入

主要原因之一，是具有捕获外源基因并使之转变

水源后可通过水的大气循环传向全世界，耐药菌及

为功能性基因的表达单位；整合子能同时整合多

耐药基因的传播没有国界、地界的限制。

个耐药基因并整合进质粒或转座子基因组中，使

2.4

被捕获的外源抗药基因随质粒和转座子在细菌间，
甚至跨越菌属的界限横向转移传播
2

[11]

。

耐药菌及耐药基因的流行病学分析

耐药基因在同种或不同种属细菌间平行传播
人、动物的肠道等都是多种菌群共生的环境，

带有抗药性基因的质粒可代代相传，并在不同种属
细菌间（特别是肠道菌间）转移，而导致耐药基因

人体、动物体和环境均是耐药菌和基因的天

广泛传播。转座子能在质粒间、质粒和染色体间或

然储存库，过量、频繁使用抗生素进行生产活动，

质粒和噬菌体间转座，它可使被捕获的外源抗药基

可以对细菌施加选择压力而使耐药菌株流行。耐药

因在细菌间，甚至跨越菌属的界限横向传播。

菌及耐药基因（质粒、转座子）能够在人、动物和

3

环境间循环传播。

3.1 控制抗生素的使用，维持微生物自然生态平衡

应对细菌耐药性发生和传播的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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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耐药性是自然进化选择的结果，是难以

实施统一协调的 AMR 监测和抗生素使用监测；四

避免的；但在没有抗生素的自然状态下，人体、动

是共同提升研究开发新型抗生素制剂、诊断试剂和

物体等存在微生物群落的自然生态平衡系统，敏感

疫苗的能力，制定预防控制 AMR 的方案；五是支

菌和耐药菌共同生存，耐药菌所占比例很小，其流

持抵制低质及假劣抗生素产品使用；六是发展先进

行是细菌暴露于药物带来的自然选择压力造成的。

的预防及控制感染措施，逐步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因此，必须降低人、家畜或环境中的微生物暴露于

2015 年 OIE 第 83 次 大 会 通 过 26 号 决 议，

抗生素的几率，在人类和动物疫病的治疗中，谨慎

180 个 OIE 成员承诺在动物中慎用抗生素，共同抗

使用抗生素，避免滥用或误用抗生素，停止使用抗

击微生物耐药性。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将抗生素

生素作为生长促进剂长期在饲料中添加，禁止在水

耐药性问题作为专题进行了研讨，在公报中指出抗

产养殖或果蔬生产中直接向环境施放抗生素等。这

生素耐药性严重威胁公共健康、经济增长和全球经

需要卫生医疗系统、动物及其产品的生产供应链、

济稳定。2016 年联合国大会、WTO/SPS 例会也专

兽医系统等多个部门协同努力。

题讨论了这一问题。

3.2

强化环境消毒，减少致病菌交叉污染

美国、欧盟等均已采取实际行动，美国疫病

改善人和动物的卫生条件，提高环境的卫生

预防与控制中心将耐药细菌感染视为全球新发疫病

水平，实施严格的消毒隔离措施，可有效防止微生

对待；欧盟已发布指令禁止所有抗生素用于生长促

物（包括耐药菌株）的增殖传播；采用不同区域和

进剂，欧盟食安局对其成员提出了统一监测与报告

环节的隔离式清洁方式，实施以环境微生物监测为

抗药菌等要求。

质控的专业化清洁消毒标准，改善医院和动物养殖

OIE 调研了其 130 个成员，其中，尚未制定

场的交叉污染问题；严格实施医务人员和饲养人员

慎用抗生素相关法律法规的国家有 110 个，抗生素

的消毒制度，降低由于人的活动造成交叉污染的风

在上述国家较容易获得，在动植物种养、水产品养

险；强化对城市、乡村下水道等粪便、污水处理途

殖、在动物饲料中使用或添加抗生素作为生长促进

径的消毒，减少环境中病菌的滋生与传播。

剂或预防治疗等非治疗用途的现象普遍存在。我国

3.3

同样存在上述诸类问题，加入全球抗击微生物耐药

发现及开发新型抗生素
一是发现新型抗生素，包括用传统及全细胞

性行动，实施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人类医疗体

抗菌试验发现不同来源微生物产生的抗生素；二是

系、兽医、种植业、环保等多个部门统一协调的综

开发现有抗生素的衍生物，改变现有抗生素的化学

合策略和措施，从生产流通与使用链条全面控制抗

结构或开发特定抗菌基因的抑制物；三是开发综合

生素使用，已成为我国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性有机抗毒药物，如中医药药物，靶向阻断或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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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疫情处置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猪出现急性发病死亡情

对受威胁区所有生猪用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灭活疫苗
进行紧急强化免疫，并加强疫情监测。
4. 防治措施

况，应及时向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当

加强监测力度。对种猪场、隔离场、边境、

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在接到报告或了解临床怀

近期发生疫情及疫情频发等高风险区域的生猪进行

疑疫情后，应立即派员到现场进行初步调查核实，

重点监测。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对监测结果

并采集样品进行实验室诊断以确认疫情。

及相关信息进行风险分析，做好预警预报。农业部

判定为疑似疫情时，应对发病场 / 户实施隔离、
监控，禁止生猪及其产品和有关物品移动，并对其

指定的实验室对分离到的毒株进行生物学和分子生
物学特性分析与评价。

内、外环境实施严格的消毒措施。对病死猪、污染

提高免疫质量。对所有生猪用高致病性猪蓝

物或可疑污染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必要时，对发病

耳病灭活疫苗进行免疫。发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

猪和同群猪进行扑杀并无害化处理。

情时，用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灭活疫苗进行紧急强化

确认疫情后，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兽医主管部

免疫。各级动物疫控机构定期对免疫猪群进行免疫

门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疫点内，扑杀所有

抗体水平监测，根据群体抗体水平消长情况及时加

病猪和同群猪；对病死猪、排泄物、被污染饲料、

强免疫。

垫料、污水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被污染的物品、
交通工具、用具、猪舍、场地等进行彻底消毒。疫

加强饲养管理，实行封闭饲养，建立健全各
项防疫制度，做好消毒、杀虫灭鼠等工作。

区内，对被污染的物品、交通工具、用具、猪舍、
场地等进行彻底消毒；对所有生猪用高致病性猪蓝
耳病灭活疫苗进行紧急强化免疫，并加强疫情监测。

（农业部兽医局、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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