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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聚赖氨酸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及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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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形成的影响。方法

研究ε-聚赖氨酸(ε-poly-L-lysine, ε-PL)对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S. aureus)生长及生物膜
以金黄色葡萄球菌标准菌株ATCC25923及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USA300为试验菌株，常量肉汤稀释法(试管)测定最低抑菌浓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酶标仪检测吸光度法观察各株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生长曲线，96孔板结晶紫染色法检测各株菌生物膜的形成并用扫描电子
ε-PL对ATCC25923和USA300的MIC均为31.25mg/mL。ε-PL浓度升高时对两株菌生

显微镜(SEM)观察生物膜的形成情况。结果

长的抑制作用随之增强。1/2MIC ε-PL能显著降低ATCC25923和USA300生物膜的形成能力。 结论

ε-PL作为一种安全、高效的

天然防腐剂，能有效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细菌的生长及生物膜的形成，为新型药物的研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ε-聚赖氨酸；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形成；细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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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ε-poly-L-lysine (ε-PL) on the growth and biofilm formation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S. aureus). Methods S. aureus standard strain ATCC25923 and community-acquired
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 (MRSA) USA300 were used as test strains and the constant broth dilution method (test
tube)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The growth curve of S. aureus was
observed by spectrophotometry, the formation of biofilm in each strain was detected by 96-well crystal violet dyeing
method and biofilm formation was observed with a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Results The MIC of the
ε-PL on ATCC25923 and USA300 was 31.25mg/mL. And with the increase of ε-PL concentration, the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two strains was gradually enhanced. 1/2 MIC ε-PL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biofilm formation of
ATCC25923 and USA300. Conclusion ε-PL as a safe and efficient natural preservativ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S. aureus bacteria and biofilm formation, and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ntimicrobial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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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医院感染常见致病菌之一，

均于37℃培养18h后观察菌落生长情况，以不长菌的

近年来在我国的分离率一直居高不下[1]。金黄色葡萄

ε-PL最低抑菌浓度为ε-PL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MIC。

球菌可引起化脓性感染、中毒性休克综合征等多种

1.2.2

ε-PL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的影响

感染性疾病[2]，其产生的肠毒素也可因污染食物导致

将-80℃保存的菌株接种于血琼脂平板上培养

食物中毒，从而给人类带来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负

过夜后按1.5×10 8CFU/mL接种于新鲜的TSB肉汤培

担。生物膜的形成使金黄色葡萄球菌产生高度的耐

养基中，35℃振荡培养18~24h。取菌液按1:10稀释

药性并干扰宿主免疫系统的识别和杀伤机制，使其

后再次接种于新鲜的TSB培养基中，实验分为对

造成的感染难以控制。ε-PL是一种安全、高效的天

照组及ε-PL组(ε-PL终浓度分别为1/2MIC、1/4MIC

然防腐剂 ，对大肠埃希菌、枯草芽孢杆菌、霉菌等

及1/8MIC)。然后于96孔板中分别加入150μL菌液

多种细菌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4]，但ε-PL对金黄色葡

和150μL不同浓度的ε-PL(对照组加入150μL菌液和

萄球菌的抑菌作用及生物膜形成的影响有关的研究

150μL TSB肉汤)，每株细菌重复3个孔，用全波段酶

报道甚少。本研究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研究对象，

标仪在450nm波长下测定生长曲线。每3h测定1次，

探究ε-PL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作用和生物膜形

24h为1个周期。

成的影响，以期为研发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

1.2.3

[3]

新型药物提供依据。
1

ε-PL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生物膜形成能力采用96孔板结晶紫染色法 [5] ,

材料与方法

将-80℃保存的菌株接种于TSA琼脂平板上过夜培养

试验材料

后按1.5×10 8CFU/mL接种于新鲜的TSB肉汤培养基

菌株

中，35℃振荡培养24h，采用菌液比浊法将菌液再

1.1
1.1.1

金黄色葡萄球菌标准菌株ATCC25923和社区获

次稀释至1.5×108CFU/mL，最后用TSB肉汤稀释100

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USA300由

倍。然后于96孔板中分别加入150μL菌液和150μL不

甘肃省人民医院临床检验中心微生物室保存。

同浓度的ε-PL(对照组加入150μL菌液和150μLTSB肉

1.1.2

汤)，每株细菌重复3个孔，35℃培养24h。将培养后

试剂
ε-聚赖氨酸购自郑州拜纳佛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的96孔板内的上清液弃去后每孔加入200μL高压灭

司，TSA琼脂平板和TSB肉汤培养基(英国Oxoid)，

菌后的PBS缓冲液清洗两次后置于通风干燥处固定

MH液体培养基(杭州微生物试剂有限公司)，结晶紫

24h。向固定好的96孔板内加1%结晶紫染料，每孔

染料(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00μL，在室温下染色10min后移去结晶紫染色，并

1.1.3

用流水冲洗至无明显颜色，再次置于通风干燥处风

设备

德国布鲁克(MALDI-TOF)飞行质谱仪，扫描电

干2h。最后每孔加入30%冰醋酸200μL，待充分溶解

子显微镜(SEM，日本电子株式会社JEOL)，酶标仪(

后于450nm波长下测定吸光度值。

瑞士Sunrise)。

1.2.4

1.2
1.2.1

方法
最低抑菌浓度(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测定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ε-PL作用前后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的形成

情况，将在TSA琼脂平板上培养过夜的USA300和
ATCC25923接种于新鲜的TSB肉汤培养基中35℃振

将在水解酪蛋白(MH)肉汤中培养过夜的金黄

荡培养24h后稀释至1.5×108CFU/mL。将稀释好的菌

色葡萄球菌的浓度调配成1.5×10 8CFU/mL浊标准的

液加入含细胞爬片的12孔板内，每孔1mL。试验分

菌悬液后备用。将ε-PL的浓度分别配成500、250、

为空白对照组和ε-PL组，前者加入TSB肉汤培养液

125、62.5、31.25、15.625、7.8125、3.90625和

1mL，后者加入浓度为1/2MIC的ε-PL药液1mL。将

1.953125mg/mL后备用。不同浓度ε-PL各取1mL，配

处理好的12孔板放入35℃培养箱中培养48h后依次经

置好的菌悬液取1mL，于不同试管内混合，另取一支

50%、70%、90%和100%乙醇梯度脱水各1次；醋酸

加M-H肉汤的试管只与菌悬液混合，作为对照组，

异戊酯置换乙醇0.5h，干燥、喷金后SEM进行逐个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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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1

表1 ε-PL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MIC测定
Determination of MIC of ε-PL against Staphylococcus aureus
细菌生长情况

ε-PL浓度

125mg/mL

62.5mg/mL

31.25mg/mL

15.625mg/mL

7.8125mg/mL

3.90625mg/mL

MRSA

-

-

-

+

+

+

MSSA

-

-

-

+

+

+

注：“-”：细菌未生长；“+”：细菌生长

察，随机选取视野。

抑制作用逐渐增强。ε-PL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标准株

2

ATCC25923和社区获得性MRSA USA300生物膜的形

结果

2.1

MIC测定结果

成作用无明显差异(图2)。

ε-PL对MRSA和MSSA的MIC均为31.25mg/mL，

2.4

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察结果

结果见表1。
2.2

空白对照组的菌株形成的生物膜排列紧密或

ε-PL对ATCC25923和USA300生长的影响

呈团状。但ε-PL组生物膜形成不明显，细菌排列疏

不同浓度ε-PL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标准菌株

松、块状聚集现象不明显。USA300和ATCC25923表

ATCC25923和社区获得性MRSA USA300生长的影响

现基本相同(图3~4)。

见图1。在24h生长周期内，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大，

3

讨论

ε-PL对两株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的抑制作用越明

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致病性主要依赖产生多种分

显，且金黄色葡萄球菌标准菌株ATCC25923和社区

泌性的毒素，如α毒素、肠毒素、杀白细胞素、表皮

获得性MRSA USA300间无明显差异。

剥脱毒素、毒素休克综合症毒素、酚溶解蛋白等，

2.3

ε-PL对ATCC25923和USA300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3个浓度的ε-PL对各种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的

0.6
USA300

形成均有抑制作用。随着ε-PL浓度的增加，生物膜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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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ε-PL对ATCC25923和USA300生长的影响
Fig. 1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ε-PL on the growth of ATCC25923 and USA300

Blank

1/8MIC

1/4MIC

1/2MIC

Concentration/(mg/mL)

25

t/h

图1

Blank

图2

不同浓度ε-PL对ATCC25923和USA300生物膜形
成的影响
Fig. 2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ε-PL on
bioﬁlm formation of ATCC25923 and USA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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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C：空白组；D：1/2MIC ε-PL组

A：空白组；B：1/2MIC ε-PL组

SEM检测ε-PL作用金黄色葡萄球菌USA300前后生物膜
的形成差异
Fig. 3 The formation of bioﬁlm before and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ε-PL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USA300 by SEM

图3

陈晓青等

SEM检测ε-PL作用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5923前后生物
膜的形成差异
Fig. 4 The formation of bioﬁlm before and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ε-PL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ATCC25923 by SEM

图4

生物膜的形成同样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重要致病性

病性和耐药性，有关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的形成

之一，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可形成生

机制及抑制生物膜形成的研究成为当前的研究热

物膜的菌种之一。生物膜的形成大致可分为初始黏

点。本文进一步研究了ε-PL在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

附、聚集、成熟和消散4个阶段，各个阶段由不同的

生物膜形成方面的作用，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

分子参与 [6] 。生物膜形成后，包被在生物膜中的细

比，实验组细菌生物膜形成的能力明显下降，但随

菌可以逃避宿主免疫系统的攻击，其致病性大大增

着药物浓度的增大，抑制作用没有明显的增强，两

加。常规抗菌药物的副作用大且难以穿透细菌生物

株细菌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进一步用电子扫描显微

膜，不能作用于包被在生物膜中的细菌，并且存在

镜进行观察发现，实验组生物膜形成的能力明显低

于生物膜中的细菌的新陈代谢缓慢及被多层多糖类

于对照组。

物质包裹等因素致使抗形成生物膜的金黄色葡萄球
[7]

MRSA是医院感染的主要致病菌之一，其耐药

菌感染成为临床的一大难题 。本课题通过一系列试

机制由mecA基因介导。与甲氧西林敏感的金黄色

验研究证实ε-PL作为一种毒副作用小、安全性高的

葡萄球菌(methicillin-sensitive Staphylococcus aureus,

纯天然食品防腐剂不仅可以有效抑制金黄色葡萄球

MSSA)相比，MRSA的致病性更强，对各种抗菌药

菌的生长，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细菌生物膜的形成也

物的耐药现象也更为严重。而本课题组通过一系列

有一定得抑制作用，这为新型抗菌药物的开发提供

研究发现，ε-PL对MRSA和MSSA的抑菌作用及生

了新的理论依据。

物膜形成的抑制作用方面无明显差异。究其原因，

本研究首先用常量肉汤稀释法(试管)测定了ε-PL

可能与研究的菌株数量有限有关，ε-PL对MRSA和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的MIC，发现当ε-PL的浓度

MSSA作用方面的是否有差异还需通过对更多细菌的

为31.25mg/mL时完全抑制了细菌的生长，但当浓度

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为15.625mg/mL时仍有少量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因

近年来有关新型药物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

此，31.25mg/mL为ε-PL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的最

形成的影响的研究出现，但ε-PL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低抑菌浓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ε-PL对金

的作用还尚未报道。与DNase I相比，ε-PL在抑制

黄色葡萄球菌生长的影响。发现随着浓度的增大，

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方面更具有优势 [8] ；有研究指

ε-PL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的抑制作用也在逐渐

出norD能抑制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形

[8]

增强。许巧玲等 在DNaseⅠ对金黄色葡萄球生长

成，但需在低Fe2+离子环境下才能发挥作用[9]。杜仲

的影响性研究中指出DNaseⅠ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业等 [10]发现黄芩苷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有明显

生长无明显生长，两项研究说明与DNaseⅠ相比，

的抑制作用，但未研究黄芩苷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生

ε-PL在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生长方面更具有优势。

长的作用。与已报道过的药物相比，ε-PL对金黄色

生物膜的形成大大增加了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致

葡萄球菌的作用除了具有安全性高，毒副作用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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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防腐剂的优势之外，还具有效果明显且不需要

[4]

of action of ε-poly-L-lysine.[J].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特殊条件等优点，值得进一步研究及开发。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一系列试验进一步证实了
ε-PL对细菌生长的抑制作用，同时发现其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生物的形成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对抗金黄

2013, 439(1): 148-153.
[5]

Med, 1998, 339(8): 520-532.
[2]

Hu F P, Guo Y, Zhu D M, et al. Resistance trends
among clinical isolates in China reported from CHINET
surveillance of bacterial resistance, 2005—2014.[J]. Clin
Microbiol Infect, 2016; 22: S9-S14.

[3]

Hiraki J. ε-Polylysine, it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J].
Fine Chem, 2000, 29: 18-25.

M c C a r t hy A J, Lindsay J A. Genetic variation in
Staphylococcus aureus surface and immune evasion genes is
lineage associated: Implications for vaccine design and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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