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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聚赖氨酸对白念珠菌抑菌活性及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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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 ε- 多聚赖氨酸 (ε-poly-L-lysine, ε-PL) 对白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 的抑菌活性及抑菌机制。方法

以白

念珠菌的标准菌株 ATCC64548( 氟康唑敏感株 )、ATCC64550( 氟康唑耐药株 ) 以及临床收集的 50 株菌为实验菌株，按照 CLISIM27 文件中的微量稀释法测定 ε- 多聚赖氨酸的 MIC、MFC 和 SMIC50 值；绘制 48h 内的浮游菌株时间 - 生长曲线和生物膜抑制 结果 ε-PL
时间曲线；连续观测并记录 4h 内的芽管形成率和芽管长度；测定药物处理前后白念珠菌的丙二醛和活性氧 (ROS) 含量。
对白念珠的最低抑菌浓度 (MIC) 为 512μg/mL，最低杀菌浓度 (MFC) 为 1024μg/mL，SMIC50 为 512μg/mL，ε-PL 对白念珠菌浮游
菌及生物膜的抑菌作用随着浓度的升高作用愈明显。抑菌 - 时间曲线结果表明 ε-PL 对白念珠菌的浮游菌和生物膜在 12h 左右即
产生明显抑制作用。芽管实验的结果表明高浓度的 ε-PL 对白念珠菌的芽管形成率及芽管长度具有明显抑制作用。ε-PL 作用于
白念珠菌后 MDA 和 ROS 含量呈现上升趋势，并且与药物浓度大小成正相关。结论

ε-PL 对白念珠菌浮游菌株及生物膜均有良

好的抑制作用，高浓度 ε-PL 对白念珠菌主要毒力菌丝有明显抑制作用，ε-PL 作用导致白念珠菌内产生大量的活性氧 (ROS) 以
及产生一定程度的脂质氧化，提示 ε-PL 可能通过氧化作用发挥抑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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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itro antifungal activity of ε-poly-lysine against Candida albicans
Yu Tian1, Shi Wen-jing2, Xie Yue1, Li Ke-ke3, Zou Feng-mei3, Liu Gang3, Li Jun-chun3, Zhang Xing-wang3
and Wei Lian-hua3
(1 Chinese Medicine of Gans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2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 3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ntifungal activity and antifungal mechanism of ε-poly-L-lysine (εPL) against Candida albicans. Methods The standard strains of C. albicans (ATCC 64548 and ATCC 64550) and 50
strains of clinically collected strains were used as experimental strains. Microbroth dilution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d
the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the minimum fungal concentration (MFC), the sessile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SMIC50) of ε-PL according to the CLISI-M27 document. The time-growth curve of plankton and biofilm
inhibition-time curve of C. albicans was evaluated after the treatment with ε-PL for 48h. The rate of germ tube formation
and the germ tube length were observed and recorded within 4h.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was used to detect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and spectrophotometry was performed to measure malondialdehyde of C. albicans after the drug
treatment. Results The MIC and MFC of ε-PL to C. albicans were 512μg/mL and 1,024μg/mL, respectively. The
SMIC50 were the same as the MIC. ε-PL had moderate antifungal effects against C. albicans plankton and biofilm. The
fungistatic effect of the membrane became more pronounced with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s. The antifungal-time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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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showed that ε-PL exerted signific antantifungal effects on planktonic bacteria and biofilms of C. albicans at within
12h. The results of the germ tub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ε-PL had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germ tube formation and germ tube length of C. albicans. The MDA and ROS contents of ε-PL after treating
C. albicans showed an upward trend, which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rug concentration. Conclusion ε-PL
had significant antifungal effects on mycoplankton and biofilms of C. albicans.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ε-PL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main mycelium of C. albicans. The action of ε-PL led to the production of a large amount of ROS
in C. albicans and a certain degree of lipid oxidation. Perhaps ε-PL might play a bacteriostatic effect through oxidation.
Key words ε-Poly-L-lysine; Candida albicans; Antifungal activity; Antifungal mechanism
白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又称白假丝酵母

德国布鲁克 (MALDI-TOF) 飞行质谱仪，酶标仪 (

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多寄生于人体皮肤、黏膜、

瑞士 Sunrise)，紫外分光光度计 ( 上海菁华科技有限

口腔，上呼吸道以及阴道等部位，正常情况下酵母

公司 )，荧光显微镜 ( 日本，Olympus)。

相在显微镜下呈圆形或者椭圆形，与机体处于共生

2

状态，属于机会性致病菌。近年来，随着艾滋病、

2.1

方法
MIC 和 MFC 测定

恶性肿瘤患者的增多，导尿管或静脉置管及内镜微

采用 CLSI-M27 文件中微量稀释法测定抗真菌药

创技术的开展，高效广谱抗生素、器官移植术后免疫

物的最小抑菌浓度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移植抑制剂、以及激素的应用等多种因素，真菌感染

MIC)，质控菌株为近平滑念珠菌 (ACTT22019)，使

已经是临床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而白念珠菌为代表

用酶标仪读取 MIC 值 [4]，以真菌抑制百分数为 80%

的念珠菌病是其中的热点问题 [1]。生物膜是白念珠菌

的最小浓度孔为真菌的 MIC。将 MIC 实验中每株菌

一个重要致病因子。研究表明，与浮游细胞相比，生

的不同孔培养混合物涂布在沙保弱培养基上，25℃

物膜形成的基质 - 胞外多聚化合物 (EPS) 具有强大的

培养 48h 后无菌落形成的最小药物浓度即为最小杀

[2]

屏障作用，因而对抗菌剂耐药性更强 。ε- 聚赖氨酸
(ε-poly-L-lysine, ε-PL) 是天然抗菌物质，对许多细菌
和真菌均有较好的抑制作用，但关于 ε-PL 对白念珠

菌浓度 (minimal bactericidal concentration, MFC)。
2.2

SMIC50 测定
使用结晶紫染色法筛选白念珠菌标准菌株

菌的抑制作用文献几乎没有报道 。本研究以白念珠
菌为研究对象，测定 ε- 聚赖氨酸对白念珠菌的抑菌

(ATCC64548 和 ATCC64550) 和 50 株 临 床 中 具 有 生

活性，以及对白念珠菌生物膜抑制作用，初步探究其

株中随机抽取 16 株临床菌株以及 1 株标准菌株，进

抑菌机制，为临床抗真菌药物的研发提供新思路。

行 SMC50 测定实验。SMIC50 测定方法参考冯凡等 [5]

1

实验方法制备生物膜模型后，分别在实验孔和空白

[3]

1.1

材料

物膜形成能力的菌株。在筛选出具有生物膜能力菌

菌株

对照孔加入药液和培养基，37℃，75r/min 震荡培养

标准菌株 (ATCC64548 和 ATCC64550) 由甘肃省

48h 后，干燥固定后结晶紫染色 3h，蒸馏水冲洗直

人民医院检验中心微生物实验室保存，50 株临床菌

至无色，干燥 2h 后每孔 150μL 加入 30% 冰醋酸，待

株由甘肃省人民医院检验中心从阴道、粪便、痰、

其完全溶解后测 A590 值。生物膜抑制百分数为 50%

肺泡灌洗液等标本中分纯，使用质谱仪鉴定为白念

的最小浓度孔为真菌的 SMIC50。

珠菌，纸片法 -80℃保存。

2.3 浮游菌株时间生长曲线和生物膜时间生长曲线

1.2

浮游菌株时间生长曲线：将保存的白念珠菌标

试剂
ε- 聚赖氨酸 ( 郑州拜纳佛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准 菌 株 (ATCC64548 和 ATCC64550) 活 化 后， 使 用

司 )，沙保弱培养基 ( 英国，Oxoid)、RPMI1640 液体

RPMI1640 将其稀释成 2×106CFU/mL，然后稀释 100

培养基 ( 美国，Gibco)，结晶紫染料 ( 珠海迪尔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酵母菌提蛋白试剂盒 ( 上海生工 )，

倍使其浓度变成 2×104CFU/mL，将菌悬液中加入不
同浓度 ε-PL，37℃，200r/min 震荡培养，分别在不

活性氧 (ROS) 测定试剂盒 ( 万类生物 )、丙二醛 (MDA)

同时间点吸取各体系中 100μL 液体，加入 96 孔板中

测定试剂盒 ( 万类生物 )，BCA 总蛋白测定试剂盒 ( 索

测定吸光度 A590 值，并绘制时间生长曲线。

莱宝 )。
1.3

设备

生物膜时间生长曲线：将保存的白念珠菌标准
菌株 (ATCC64548 和 ATCC64550) 使用“2.2”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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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生物膜模型后，加入 100μL 的 RPMI 1640 培养
基和 100μL 不同浓度的 ε-PL，37℃，75r/min 震荡培养，
不同时间点测定生物膜形成情况 ( 方法同“2.2”项 )，
并绘制时间生物膜抑制 - 时间曲线 [6]。
2.4 ε-PL 对菌丝和芽管抑制作用
将 保 存 的 白 念 珠 菌 ATCC64548 活 化 后， 使 用

表 1 ε-PL 对白念珠菌抑菌作用
Tab. 1 Antibacterial effect of ε-PL on Candida albicans
MIC80/(μg/mL)

菌株

MFC/(μg/mL)

SMIC50/(μg/mL)

ATCC64548

512

1024

512

ATCC64550

512

1024

512

CA1-50

512

1024

512

生理盐水配制为 2×106CFU/mL，取菌液 500μL 加入

敏感株 )、ATCC64550( 氟康唑耐药株 ) 和 50 株临床

到含 4mL 牛血清试管中，再加入不同的浓度药物

菌 株 的 MIC80 和 MFC 的 浓 度 分 别 是 512 和 1024μg/

500μL，37℃恒温中 200r/min 震荡培养，每隔 2h 取

mL( 表 1 和图 1)。在筛选具有生物膜形成能力菌株后，

一接种环的培养物涂布在玻片上，显微镜下观察并
测定菌丝的长度及平均值。芽管生长的判断标准：

对随机抽取的 1 株标准菌株和 16 株临床菌株的生物
膜抑制浓度 SMIC50 也为 512μg/mL，此浓度下 ε-PL

计数芽管形成百分率时，芽管生长的长度超过菌

对生物膜抑制率平均为 58%。

体直径 2 倍以上为正常生长芽管；芽管长度低于菌

3.2

体直径 2 倍者，认为芽管受抑制。计数过程中使用

时间生长曲线及生物膜抑制时间曲线
用不同浓度 ε-PL 处理白念珠菌浮游菌株及生物

OLYMPUS 显微镜系统上测定有正常生长芽管长度，

膜，分别测定浮游菌的 A590 值及结晶紫法测定生物

每次 3 个人同时测定芽管长度及计数 。
2.5 测定 ε-PL 诱导白念珠菌产生活性氧 (ROS) 含量

膜厚度，以绘制不同时间下药物对浮游菌株和生物

将 活 化 后 白 念 珠 菌 标 准 菌 株 ATCC64548 配 置

的对白念珠菌浮游菌株及生物膜均具有明显抑制作

成 2×10 CFU/mL 后， 取 500μL 加 入 到 含 4mL 的

用，抑制效果与药物浓度呈现正相关，并且在氟康

RPMI1640 培养基中，再加入不同的浓度药物 500μL，

唑敏感株和耐药株之间并无明显差异。从两组图中

37 ℃ 恒 温 中 200r/min 震 荡 培 养 12h 后， 取 菌 悬 液

可以明显看出作用时间在 12h 前后，白念珠菌的浮

3mL，3000r/min 离 心 10min， 收 集 菌 体， 用 PBS 洗

游菌株及生物膜均表现出明显抑制作用 ( 图 2~3)。
3.3 ε-PL 对菌丝和芽管抑制作用

[7]

6

涤 3 次后，将菌体重悬于 PBS 中，浓度为 2×10 CFU/
6

膜的抑制活性。结果显示 48h 的生长周期中，ε-PL

mL，取 500μL 重悬好的菌液，在暗室中加入 5μL 浓

白念珠菌的菌丝是其重要的毒力因子，在致病

度为 1mmol/L 的 DCFH-DA 使终浓度为 10μmol/L，
涡旋震荡均匀，于 37℃培养孵育 2h，每隔 3~5min

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实验通过白念珠菌的出芽率
及 4h 内的芽管长度衡量 ε-PL 对白念珠菌菌丝的抑

钟震荡混匀，使探针和菌体充分混匀。用 5000g 离心

制作用，并通过显微镜记录了牛血清培养基中白念

5min，收集菌体，用 PBS 洗涤 1 次，收集菌体沉淀

珠菌酵母相向菌丝相转变情况 [7]。实验结果 ( 图 4)

后重悬于 250μL PBS 液中，混匀后取 10μL 置于玻片

表明 MIC 和 MFC 浓度下白念珠菌的芽管出芽率及

[8]

上，使用荧光显微镜观察 。
2.6 测定 ε-PL 对白念珠菌的脂质氧化程度

长度的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其抑制作用呈现
剂量依赖 (P<0.05)；低浓度的 ε-PL 对菌丝没有明显

白 念 珠 菌 ATCC64548 活 化 后， 使 用 生 理 盐 水

抑制作用 (P>0.05)。显微镜下 4h 内芽管图片结果 ( 图

配 置 成 2×10 CFU/mL， 将 菌 株 分 成 A 组 和 B 组，

5) 表明，空白组芽管在 2h 后可见大量菌丝的缠绕，

A 组的处理方法与“2.6”项相同，B 组在 A 组基础

MIC 和 MFC 浓度下出芽率较低，几乎均呈现酵母相；

上加入 10mmol/L N- 乙酰半胱氨酸 (NAC)，将两组

在 4h 时，低浓度组和空白组均出现菌丝，MIC 和

让 37 ℃ 200r/min 震 荡 培 养 12h 后，10000r/min 离 心

MFC 芽管出芽率依旧保持低水平且芽管长度较小。
3.4 ε-PL 对白念珠菌的氧胁迫作用

6

5min 收集菌体，采用酵母菌提蛋白试剂盒提取总蛋
采用脂质氧化 ( 丙二醛，MDA) 检测试剂盒测定脂质

使用荧光探针 DCFH-DA 测定白念珠菌与不同
浓度的 ε-PL 在 37℃共培养 12h 后产生 ROS 的含量，

氧化损伤情况，每组实验重复 3 次 [8]。

研究 ROS 的氧化损伤与 ε-PL 浓度的关系。不带荧

3

光的 DCFH-DA 探针可以自由的进入细胞膜内，进

白，然后使用 BCA 蛋白测定试剂盒测定总蛋白浓度。

3.1

实验结果
MIC 和 MFC 以及 SMIC50 测定结果
ε-PL 对白念珠菌标准菌株 ATCC64548( 氟康唑

入细胞膜后被细胞内的脂酶氧化为 DCFH。而 DCFH
探针不能穿透细胞膜，会被细胞内产生的 ROS 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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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048

4096

浓度

A48
A50
1
2
5
6
7
8
9
10
11
12
13
15
16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抑菌百分
比标尺

100%

1024

90%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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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80%

70%

60%

50%

1.0
Absorption

0.6
0.4
0.2
0
12

18

24

30

36

42

48

ATCC64548

0.6
0.4

0

Blank
1024μg/mL
512μg/mL
256μg/mL

12

6

0

0.8

ATCC64550

0.8
0.6

Absorption

Absorption

48

42

36

1.0

ATCC64550

0.6
0.4

0.4
0.2

0.2

0

0
0

6

12

18
t/h

Fig. 2

30

24

18
t/h

1.2
Blank
256μg/mL
512μg/mL
1024μg/mL

20%

30%

t/h

1.0

μg/mL

0.8

0.2
6

40%

16

1.2

0.8

0

32

图 1 ε-PL 对白念珠菌抑菌作用热图
Heat map of antimony effect of gallium-PL on Candida albicans

Blank
256μg/mL
512μg/mL
1024μg/mL

1.0

64

128

ATCC64548

1.2

Absorption

256

24

30

36

42

48

图 2 不同浓度 ε-PL 对白念珠菌的生长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ε-PL on the growth
of Candida albicans

Blank
1024 μg/mL
512 μg/mL
256 μg/mL

0

6

12

18

24

30

36

42

48

t/h

图 3 不同浓度 ε-PL 对白念珠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
Fig. 3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ε-PL on bioﬁlm
formation of Candida alb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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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k

A

Blank
256μg/mL
512μg/mL
1024μg/mL

38

256μg/mL

512μg/mL

1024μg/mL

1h

Length/μm

30
26

2h

22
18
3h

14
10

1

3

2

4

t/h
Blank
256μg/mL
512μg/mL
1024μg/mL

Germ tube formation/%

100

4h

B

Fig. 5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ε-PL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andida albicans yeast-mycelium(×400)

有荧光的 DCF，通过测定荧光的强度衡量 ROS 含量。
如图 6 所示，与空白组相比，不同浓度 ε-PL 作用于

50

0

1

3

2

白念珠菌后产生的 ROS 的含量随着浓度的升高而升
高。当 ε-PL 浓度达到 MIC 时，ROS 的生成率约占

4

93.7%。
3.5 ε-PL 对白念珠菌脂质氧化损伤作用

t/h
注：与空白组相比，*P<0.05

图4
Fig. 4

不同浓度 ε-PL 对白念珠菌酵母 - 菌丝转化影响

图5

不同浓度 ε-PL 对白念珠菌芽管长度 (A) 和

芽管形成率 (B) 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ε-PL on the tube

formation rate (A) and tube length (B) of Candida albicans

128μg/mL

Blank

ROS
生成率 /%

15.5*

1.6

为了进一步研究 ROS 和白念珠菌的膜氧化损
伤的关系，分别测定“2.6”项实验处理后 MDA 含
量，以及在“2.6”项实验基础上加入抗氧化剂 NAC
后 MDA 含量。MDA 是膜脂质过氧化的主要产物，

256μg/mL

63.5*

512μg/mL

93.7*

注：与空白组相比，*P<0.05

图6
Fig. 6

不同浓度 ε-PL 作用白念珠菌后 ROS 含量 (×200)

ROS Content of Candida albicans aft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PL(×200)

ε- 聚赖氨酸对白念珠菌抑菌活性及机制研究

8
MDA production/(nmol/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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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MFC 值，发现 ε-PL 在 512μg/mL 是可以抑制白念

ε-PL
ε-PL+NAC

珠菌生长，菌悬液涂布法检测结果表明 1024μg/mL 可
完全杀死白念珠菌，因此可以确定其 MIC 和 MFC
值分别为 512 和 1024μg/mL。实验进一步绘制了 ε-PL

6
5
4

对白念珠菌作用下的时间生长曲线，结果表明 ε-PL

3

对白念珠菌的抑制作用呈现明显的剂量依赖，并且

2

在 ATCC64548( 氟 康 唑 敏 感 株 ) 和 ATCC64550( 氟 康

1
0

Blank

128/(μg/mL)

256/(μg/mL)

512/(μg/mL)

Concentration of ε-PL/(μg/L)
注：与空白组相比，*P<0.05

图7
Fig. 7

不同浓度 ε-PL 作用白念珠菌后 MDA 含量
MDA content in Candida albicans aft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P-PL

唑耐药株 ) 无明显差异。SMIC50 测定实验结果表明
ε-PL 在 512μg/mL ε-PL 下可明显抑制生物膜的形成，
这表明 ε-PL 对生物膜的抑制作用较为显著。曾贝妮
在舒洛地尔对白念珠菌生物膜抑制作用研究中表

[11]

明 SMIC50 浓度通常在浮游菌株 MIC 浓度的 3~4 倍，
相比之下 ε-PL 对生物膜的抑制作用具有明显优势。
通过绘制生物膜时间 - 抑制曲线表明 ε-PL 对生物膜

也是白念珠菌膜系统遭受压力重要标志之一。研究
表明：不同浓度 ε-PL 均可引起白念珠菌膜出现脂质

的抑制作在后 12h 即可发挥明显的抑制作用。菌丝

过 氧 化 损 伤 ( 图 7)。 用 512μg/mL 的 ε-PL 作 用 后，

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芽，也是其发挥致病作用的物质

MDA 含量是对照组 7 倍左右。在加入抗氧化剂前，
MDA 的含量与 ε-PL 浓度呈正相关。在加入抗氧化

基础。本研究中，通过对其芽管形成率、芽管长度、
以及酵母 - 菌丝相转化等方面的考量，结果表明 ε-PL

剂后，MDA 含量与之前相比明显下降。

在 MIC 和 MFC 浓度下，对白念珠菌的芽管形成率

4

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P<0.05)。在液态培养基中，ε-PL

讨论
近年来，随着艾滋病及恶性肿瘤患者的增多，

导尿管或静脉置管及内镜微创技术的开展，高效广
谱抗生素以及器官移植术后免疫移植抑制剂和激素
的应用等多种因素，真菌感染已经是临床不能忽视

是白念珠菌重要的毒力因子，不仅是白念珠菌生物

白念珠菌的酵母 - 菌丝转化也具有明显抑制作用。
现阶段关于 ε-PL 机制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者认
为 ε-PL 对病原体的抑菌作用主要通过毡毯模型中所
描述膜损伤机制导致菌体死亡 [12]。本实验证实 ε-PL

的热点问题。从中国侵袭性真菌监测网 (CHIF-NET)

作用于菌体后，白念珠菌内 ROS 含量增长，这种现
象也出现 ε-PL 作用于大肠埃希菌中，这与文献中报

发布的数据来看 (2009—2014 年 )：白念珠菌 (3965 株，

道的其他抗真菌剂通过促进 ROS 的增多来发挥杀菌

44.9%)，近平滑念珠菌 (1762, 20%)、热带假丝酵母

效果相一致 [13-14]。ROS 是一类高反应性的小分子，

(1515.17.2%) 分列前 3 位。我国的真菌耐药率高于世

包含有氧衍生自由基等超氧阴离子 (O2-) 和羟基自由

界水平：伏立康唑耐药率显著上升，耐药率由 19%

基 (OH-)，或非自由基分子，如过氧化氢 (H2O2)。本
实验结果表明 ε-PL 作用白念珠菌后，ROS 和 MDA

的重要问题，而白念珠菌为代表的念珠菌病是其中

上升至 21.3%；伏立康唑交叉耐药率从 5.8% 上升至
也是大部分白念珠菌深部感染出现慢性感染及复发

含量均随着 ε-PL 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在加入抗氧化
剂后，MDA 含量均出现了显著下降。推测 ε-PL 作

的原因。ε-PL 是一种天然抗菌肽，由于其广谱的抗

用于菌体产生的 ROS 和菌体膜脂质氧化损伤有密

菌活性、无毒无味以及稳定性高等特点现广泛应用
于食品防腐中 [10]。本研究通过实验进一步证实 ε-PL

切相关。换言之，ε-PL 作用于白念珠菌后导致菌体

对白色念珠具有明显抑菌作用，尤其是对其生物膜

(MDA) 含量的增加。丙二醛可以与白念珠菌内的核

形成有显著抑制作用，通过 ROS 和 MDA 测定初步
证实 ε-PL 对白念珠菌的抑菌活性是通过氧胁迫发挥

酸和蛋白质反应，从而改变他们的结构和生物学特
征，Bo 等 [15] 也支持这个观点。叶若松等 [8] 在研究 ε-PL

作用。

对大肠埃希菌机制研究中，表明 -PL 诱导大肠埃希

6%[9]。其中生物膜形成是白念珠菌重要的耐药原因，

本研究首先通过微量稀释法测定了白念珠菌 MIC

内过量 ROS，ROS 对菌体的细胞膜胁迫出现丙二醛

菌 ROS 升高，以及氧胁迫基因 oxyR、sodA 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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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量上升。Liu 等 [16] 推测 ε-PL 作用于白念珠菌产

43(1): 91-95.

生的大量 ROS 有可能是诱导菌体凋亡的原因，但是

[7]

具体的分子机制还没有进行研究。
ε-PL 具有较高的水溶性、无毒性、以及稳定性

[8]

等特点，现阶段成熟的生物工程制备模式让其也具有
经济性的特点。本实验初步证实了 ε-PL 对白念珠菌

曾红 . 莳萝子挥发油抗真菌活性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D].
武汉 : 华中农业大学 , 2011.
E R, Xu H, Wan C, et al.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of ε-poly-L-lysine[J].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2013, 439(1): 148-53.

[9]

Meng X, Zi Y S, Mei K, et al. Five-year national

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同时对菌丝及生物膜等重要毒
力因子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初步证实了 ε-PL

surveillance of invasive Candidiasis: Species distribution

作用于白念珠菌后增加 ROS 产生发挥抑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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