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学奖公示表 

项目名称 细菌抗生素耐药代谢机制及其逆转调节 

项目简介（限 1200 字） 

细菌抗生素耐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动物养殖，有效控制细菌耐药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长期以

来，主要策略是在揭示耐药机制的基础上，发明新抗生素和采用维持胞内抗生素浓度的增敏剂。值

得反思的是，尽管对细菌耐药机制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使用的抗生素种类和增敏剂越来越多，但细

菌的耐药性却愈演愈烈？因此，需要从新的角度开展细菌耐药机制的研究，建立防治新策略。 

近年来，有关细菌耐药性与其代谢环境的关系已成为细菌耐药研究的一个主要热点。目前，在

该方面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没有从细菌整个代谢状态的角度研究代谢耐药问题；2）没有将

提高胞内抗生素浓度作为关键研究目标；3）没有建立整体代谢调节逆转细菌耐药性，发展一种利用

现有抗生素高效杀死耐药菌的新策略。 

针对这些问题，项目通过系统地研究，取得如下创新性成果： 

1）第一例从抗生素耐药代谢组认识耐药问题，创建了通过重编耐药代谢组逆转耐药性，利用现

有抗生素高效杀死耐药菌的新策略：发现耐药菌具有耐药代谢组，关键代谢物可以重编耐药代谢组

为敏感代谢组，促进抗生素摄取，高效杀死耐药菌。 

2）发现了中心碳代谢-能量代谢-质子动力势的耐药代谢调节机制：发现耐药菌的整体代谢显著

下调，其中中心碳代谢和能量代谢受到的影响最大；发现耐药菌呼吸链关键酶复合物甲酸脱氢酶和

硝酸还原酶显著下降。这些发现不仅揭示了导致耐药菌质子动力势下降的关键原因，而且将糖酵解

途径-丙酮酸代谢-三羧酸循环-呼吸链-质子动力势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阐明代谢耐药机制。 

3）发现了能量代谢介导的双调节系统对外膜抗生素通道蛋白质的调节机制：发现耐药菌的耐药

网络调节；通过 Atp 合成酶复合物对 OmpR/EnvZ 和 CpxA/CpxR 交叉调控的调节，可以利用同一网络

差异耐受不同类型抗生素；发现 LamB 是抗生素通道蛋白质，能与丙酮酸代谢的 Odp1 形成复合物，

调控细菌耐药。 

项目代表性论文 8 篇，其中在 Cell Metabolism 发表 1 篇。这些论文被 Cell metabolism、

Molecular Cell 等期刊他引 124 次。先后受邀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作大会或分会报告 20 次，其中 1

次为国际抗生素耐药专题会议的 keynote speaker, 在学术界产生了明显影响。 

其科学价值主要表现是：为细菌抗生素耐药机制及其逆转调节的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提供若干

新理论、新方法；相关成果获得国际同行好评，其中2篇代表作被进行专门评述。如在Cell Metabolism

论文发表同期，美国两院院士国际著名的细菌耐药专家 James J. Collins 教授，认为我们的研究

强调出细菌代谢环境与耐药性以及新治疗策略的重要性，并指出重要的是基于我们的工作进一步探

讨代谢状态如何随不同耐药机制和不同环境条件而改变。由此可以创建一种普遍的代谢与现有抗生

素相结合的治疗方法，从而使日益萎缩的控制耐药菌和持续态细菌感染的有效治疗方法得到丰富。

客观评价 



项目主要完成者先后受邀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作大会或分会特邀报告 20 次（国外国际会议 6 次，

其中作为国际抗生素耐药专题会议-International Caparica Conferecne in Antibiotic Resistance 的

Keynote speaker 1 次），主持相关会议 9 次（国外国际会议 4 次）；彭宣宪教授被聘为 J Integrated OMIC-

副主编。在广州举办的首届 2011 国际环境组学大会，彭宣宪教授为大会主席和李惠教授为大会秘书

长；在首尔举行 2013 年第二届大会，彭宣宪教授为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和李惠教授为大会秘书长。

有关主要代表性评价按照发现点综合如下： 

1. 在耐药代谢组及其逆转重编规律方面。代表性论文 1 为 ESI 的全球热点论文, 发表在 Cell 

Metabolism 同期，美国两院院士国际著名细菌耐药专家 James J. Collins 教授进行了 2 页的专题评述，

认为本项目率先发现了耐药菌具有耐药代谢组(Little is known, however, about the metabolic profiles of 

genetically resistant bacterial populations. Peng et al. address this topic in this issue of Cell Metabolism), 

揭示了代谢物促进抗生素摄取和提高杀死耐药菌效果的中心代谢增强机制(This work indicates that 

metabolite-enabled increases in central metabolic flux can enhance drug uptake and bacterial killing in 

resistant bacteria)；强调了细菌代谢环境与耐药性以及新治疗策略的重要性，基于本项目的工作进一

步探讨代谢状态如何随不同耐药机制和不同环境条件而改变，可以创建一种普遍的代谢与现有抗生

素相结合的治疗方法，使日益萎缩的控制耐药菌和持续态细菌感染的有效治疗方法得到丰富(The 

report by Peng et al.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etabolic environment in antibiotic resistance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It will be important to build upon this work and examine how the metabolic state 

varies with different resistance mechanisms and across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Further studies 

may allow us to develop generalized metabolic therapeutics as co-treatments for already-prescribed 

antibiotics, thereby expanding a rapidly shrinking arsenal of effective therapies against resistant and 

persistent infections)(代表性引文 1)。Collins 教授进一步在 Mol Cell 高度评价了有关代谢逆转耐药性

的质子动力势机制的发现(Consistent with this, attempts to potentiate aminoglycoside activity have 

focused on metabolic stimulation. In these studies, bacteria were sensitized exclusively to the 

aminoglycoside class of antibiotics by stimulation of proton motive force-dependent antibiotic uptake)(代

表性引文 2)。比利时国际著名的细菌耐药专家 Jan Michiels 教授在 FEMS Microbiol Rev 综述中高度

评价代表性论文 1 和 2 的重要发现：1) 耐药菌降低抗生素摄取的耐药机制，2) 可以通过促进抗生

素摄取来提高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杀菌效率及其在抗性菌和滞留菌中的证实(Resistance mechanisms 

resulting from reduced antibiotic uptake are from reduced antibiotic uptake are at the basis of persister 

tolerance to aminoglycosides. Stimulating antibiotic uptake has been shown to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aminoglycosides in the face of both resistance and persistence) (代表性引文 3)。美国 Adrie J. C. Steyn 教

授在 Cell Reports 引用本项目的论文，高度评价代表性论文 1 的发现：逆转耐药代谢组的机制为逆转

代谢物促进三羧酸循环，提高 NADH，增加质子动力势，以重建迟缓爱德华菌对卡那霉素的敏感性

[Peng et al. (2015) showed that promoting TCA flux to increase reduced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and consequently proton motive force in multidrug-resistant Edwardsiella tarda restored susceptibility to 

kanamycin.](代表性引文 4)。 

2. 在中心碳代谢-能量代谢-质子动力势的耐药代谢调节机制的方面：美国两院院士 Collins 教授

在 PNAS 引用代表性论文 3 指出：有关细菌通过负调大多数代谢通路（即糖酵解途径-丙酮酸代谢-

三羧酸循环）应答抗生素抑菌剂金霉素的发现，说明细菌可以通过减低代谢率实现耐药的目的 (In 

support of this notion, the proteomic response to the bacteriostatic antibiotic chlortetracycline involves 

downregulation of major metabolic pathways, potentially suggesting a reduction in metabolic rates)；通过

代谢组学和蛋白质组学发现细菌抑制中心碳代谢的耐受抑菌剂抗生素 (Prior metabolomic and 



proteomic analyses of bacteriostatic antibiotic treatments have suggested that central metabolism is 

suppressed in response to bacteriostatic antibiotic treatment)(代表性引文 5)。 

3. 发现能量代谢介导的双调节系统对外膜抗生素通道蛋白质的调节机制的方面：代表性论文 6

发表同期对该文进行了专题新闻评述 (代表性引文 6)，详细介绍了我们的研究思路、技术方案以及

耐药相关蛋白缺失后网络代偿的创新性发现，认为对深入理解细菌耐药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加拿大

Khursigara 教授在 FEMS Microbiol Rev 综述中引用代表性论文 7。他高度评价本项目通过多种方法结

合，发现转运蛋白 LamB 在大量临床耐药菌株下调 (Some of these transport proteins, like LamB, where 

subsequently examined in a larger collection of clinical strains of E. coli using alternate methods such as 

Western immunoblotting and were likewise found to be decreased, strengthening the observation made in 

the initial proteomics experiment)。并认为本项目的发现支持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实验室进化耐药菌

株的耐药相关蛋白质的变化需要与本项目的一样在大量临床菌株进行证实(Other researchers have 

addressed this caveat by measuring the proteins influenced by this induced resistance in a larger subset of 

clinical strains in order to validate their initial results)。同时，将代表性论文 3 作为有关细菌耐药蛋白质

组学研究的范例列入表中(代表性引文 7)。国际著名细菌耐药专家加拿大 Robert E. W. Hancock 教授

在 Clin Microbiol Rev 综述中，就 Porins and adaptive resistance 的论点引用代表性论文 6，高度评价有

关抗生素导致细菌抗生素进入通道蛋白质下调，减少抗生素摄取，实现耐药的发现（There are several 

examples whereby exposure to antibiotics 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porins and, in consequence,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cell envelope. For instance, the exposure of E. coli cells to chlortetracycline or 

tetracycline leads to the downregulation of numerous porins）（代表性引文 8）。 
总之，这些引用说明本项目研究的系统性、前沿性和科学性以及明显的学术影响。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1   

完成人 

姓名 彭宣宪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教授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项目创新性成果的主要发现者，8篇代表性论文的通讯作者，其中 1篇代

表性论文为并列通讯作者）。 

第 2   

完成人 

姓名 李惠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教授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项目创新性成果中中心碳代谢-能量代谢-质子动力势的耐药代谢调节机制

的发现者之一, 1篇代表性论文的并列通讯作者，1篇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者，1篇代表性

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 

第 3   

完成人 

姓名 彭博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教授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项目创新性成果中第一例从抗生素耐药代谢组认识耐药问题，创建了通过

重编耐药代谢组逆转耐药性，利用现有抗生素高效杀死耐药菌的新策略的发现者之一，1

篇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者，1篇代表性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 

第 4   

完成人 

姓名 林向民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教授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福建农林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项目创新性成果中中心碳代谢-能量代谢-质子动力势的耐药代谢调节机制

以及能量代谢介导的双调节系统对外膜抗生素通道蛋白质的调节机制的发现者之一，3篇

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者。 

第 5   姓名 苏玉斌 行政职务 无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完成人 对本项目贡献：项目创新性成果中第一例从抗生素耐药代谢组认识耐药问题，创建了通过

重编耐药代谢组逆转耐药性，利用现有抗生素高效杀死耐药菌的新策略的发现者之一，1

篇代表性论文的第一作者，1篇代表性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 

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不超过 8 篇） 

序
号 论文专著名称 刊名 发表

时间

通讯作
者（含
共同）

第一作
者（含
共同） 

论文署名单
位是否包含
国外单位 

1 Exogenous Alanine and/or Glucose plus Kana
mycin Kills Antibiotic-Resistant Bacteria.  

Cell Metab.
2015.

1 彭宣宪
彭博， 
苏玉斌，
李惠  

是 

2 Fructose restores susceptibility of multidrug-r
esistant edwardsiella tarda to kanamycin.  

J Proteome 

Res. 

2015.
3 彭宣宪 苏玉斌，

彭博 
是 

3 
Fluctuation of multiple metabolic pathways is 
required for Escherichia coli in response to 
chlortetracycline stress.  

Mol 

Biosyst. 

2014.
3 彭宣宪 林向民 

否 

4 
Downregulation of Na(+)-NQR complex is 
essential for Vibrio alginolyticus in resistance 
to balofloxacin.  

J 

Proteomics 

2012.
3 彭宣宪 李培培 

否 

5 

Low abundance of respiratory nitrate 
reductase is essential for Escherichia coli in 
resistance to aminoglycoside and 
cephalosporin. 

J 

Proteomics 

2013.
7 彭宣宪 马妍，郭

昌 
否 

6 
Identification and network of outer membrane 
proteins regulating streptomysin-resistance in 
Escherichia coli. 

J Proteome 

Res 

2008.
9 彭宣宪 李惠 

否 

7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LamB and Odp1 
complex is crucial for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Escherichia coli.  

J 

Proteomics 

2014.
2 彭宣宪 林向民 

否 

8 
Differential regulation of OmpC and OmpF 
by AtpB in Escherichia coli exposed to 
nalidixic acid and chlortetracycline.  

J 

Proteomics 

2012.
10. 彭宣宪，

李惠 
林向民，
王超 

否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该项目所有完成人的完成单位均为中山大学。 

在项目执行期间，第一完成人彭宣宪在中山大学工作；第二完成人李惠在中山大学工作，

其中2006-2008为第一完成人的博士后，其后留校在第一完成人课题组工作；第三完成人彭博

2014年在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做博士后期间与中山大学第一和第二完成人合作承担中

山大学教育部水产品安全重点实验室开放有关迟缓爱德华菌代谢组研究的课题，2015-2016年为

中山大学引进的百人计划教授；其余2个完成人均为第一完成人所指导的研究生，具体参加时间

为：第四完成人林向民博士研究生（2006-2009）、第五完成人苏玉斌博士研究生（2012-2016）。

第一完成人声明对上述内容真实性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