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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针法支原体检测试剂盒》方法学报告 

（版本 20210203c） 

 

1. 产品名称 

《探针法支原体检测试剂盒》（qPCR Mycoplasma Detection Kit with Probe）（货号：QM016） 

2. 产品简介 

本公司开发的《探针法支原体检测试剂盒》采用支原体特异性引物和支原体特异性荧光探针（报告基因为

FAM），用于对样品的支原体基因组 DNA 进行荧光定量 PCR 扩增检测。 

试剂盒内同时含有内参对照质粒 mycoIC2 和相应的引物和荧光探针（报告基因为 VIC），用于监控支原体 DNA

提取和 qPCR 扩增的效率。 

本试剂盒可用于检测一切可能含支原体的样品，比如：（1）体外细胞培养的上清；（2）血清；（3）各种体

液，如唾液、尿液、鼻腔分泌物等；（4）别的液体样品。本产品仅供研究使用。 

3. 产品优点和缺点 

《探针法支原体检测试剂盒》具有 100%支原体识别率、最高的检测灵敏度和最高的检测正确率、可以区分真

阴性样品和假阴性样品等一系列优点，该方法被认为是支原体快速检测的金标准。 

《探针法支原体检测试剂盒》主要缺点：方法本身没有明显缺点，配套仪器相对昂贵。 

4. 产品特异性测试 

经测试，本公司开发的《探针法支原体检测试剂盒》至少可以识别在体外细胞培养中曾经报道出现的 20 种支

原体，根据文献报道，这些支原体基本上占污染细胞的支原体种类的 100%。具体如下：（1）M. hyorhinis、（2）

M. fermentans、（3）M. arginini、（4）M. hominis、（5）M. orale、（6）M. salivarium、（7）M.pirum、（8）A. laidlawii、

（9）M. agalactiae、（10）M. bovis、(11)  M. bovoculi、（12）A. axanthum、（13）M. buccale、 (14) M. pneumoniae、

（15）M. arthritidis、（16）M. pulmonis、（17）M. gallisepticum、（18）M. gallinarum、（19）M. canis、（20）

Ureaplasma urealyticum（注：M.为 Mycoplasma 的缩写, A.为 Acholeplasma 的缩写）。 

此外，根据支原体 DNA 的序列，本试剂盒可以识别 100 多种至今已发现的支原体，具有广谱的识别能力。 

如果客户发现除上述 20 种支原体外，还有其他的支原体也会污染体外培养的细胞，或者客户纯粹就是想检测

其他的支原体，请告诉我们支原体的名称，我们将进行序列比对，然后告诉你本试剂盒是否可以识别。 

5. 产品扩增效率和灵敏度测试 

5.1 实验设计 

我们选取了上述 20 种支原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4 种支原体（分别是：A. laidlawii，M. pneumoniae，M. 

fermentans 和 M. orale），使用含相应支原体基因片段的质粒载体，经 DNA 定量后，计算出相应的分子数。 

质粒经 10 倍系列稀释【从 10^(-4)到 10^(-11)】后，进行相应的 qPCR 扩增（每个稀释度做 2 个重复），

并对结果绘制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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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各支原体质粒 10 倍系列稀释的原始扩增曲线，如图 1 所示： 

       

   1. A.laidlawii 扩增曲线                      2. M. pneumoniae 扩增曲线 

 

       

3. M. fermentans 扩增曲线                     4. M. orale 扩增曲线 

 

图 1. 支原体质粒 10 倍系列稀释的原始扩增曲线。每个稀释度做 2 个重复，每个反应管的 DNA 加入量为 2μ

L。从结果来看：各支原体质粒模板都要很好的 S 型扩增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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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各支原体质粒 10 倍系列稀释的 Ct 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支原体质粒 10 倍系列稀释的 Ct 值。每个稀释度做 2 个重复，每个反应管的 DNA 加入量为 2μL。由表 1

可知：在每个反应管的 DNA 加入量为 2μL 的情况下，《探针法支原体检测试剂盒》对 4 种支原体的最高检测灵

敏度（即检测下限）大约在 4-16 copies，即 2-8 copies/μL【具体请参考表 1 中，4 种支原体质粒的 10^(-10)稀释度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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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根据表 1 的数据，可得各支原体质粒 10 倍系列稀释的标准曲线，从而计算出各自的 PCR 扩增效率。具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各支原体质粒 10 倍系列稀释的标准曲线。从以上结果可知，4 种支原体的 PCR 扩增效率基本都在 97-99%

之间，具有非常良好的扩增效率。纵坐标表示 Ct 值，横坐标表示质粒的不同稀释度，1-5 分别是 10^(-4)到 10^(-8)

共 5 个稀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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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探针法支原体检测试剂盒》检测灵敏度的影响因素： 

（1） 可以通过对样品进行支原体基因组 DNA 的提取，从而提高《探针法支原体检测试剂盒》的相对最高检测

灵敏度（相对提高）。该方法可以提高 10-100 倍的相对检测灵敏度。 

（2） 对支原体进行离心浓缩：取 1 mL 细胞上清，先 13000 rpm（约 16000 g）离心 5 minutes，吸走全部上清，

用 50 μL 5 mM Tris-HCl, pH 8.5 重悬沉淀，95 ℃加热处理 5minutes，简单离心后（1000 g，5 seconds），

取上清进行检测。该离心浓缩过程大约可以将相对检测灵敏度提高 20 倍。 

（3） 如果样品是经过支原体基因组 DNA 提取纯化或者离心清洗的，还可以通过提高每个反应管的 DNA 加入

量（比如从 2 μL 提高到 18 μL），该方法可提高 9 倍的相对检测灵敏度。 

（4） 上述最高检测灵敏度（即检测下限）是在没有添加 mycoIC2 内参质粒的情况下获取的。如果按照说明书

添加了 mycoIC2 内参质粒，由于内参的扩增会与支原体的扩增存在竞争关系，导致《探针法支原体检测

试剂盒》的最高检测灵敏度会轻微下降。根据每微升样品中所含 mycoIC2 内参质粒的分子数不同，灵敏

度可能持平，也可能轻微下降 2-4 倍。 

7. 测试：离心柱提取过程是否会影响《探针法支原体检测试剂盒》的检测灵敏度 

我们使用经支原体液体培养基培养数天的 M. hyorhinis（猪鼻支原体）支原体活菌作为检测对象，分别设计了

四组实验：（1）组 1：样品不加内参质粒，直接检测；（2）组 2：样品加入内参质粒后直接检测；（3）组 3：样

品提取时加入内参质粒，经本公司《支原体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后检测；（4）组 4：处理方法与组 3

完全相同。结果表 2 所示： 

 

 

表 2. 离心柱提取过程对《探针法支原体检测试剂盒》检测灵敏度的影响测试结果。每个稀释度做 2 个重复，

每个反应管的 DNA 加入量为 2μL。其中 FAM 通道测试支原体，VIC 通道测试内参质粒。从本表结果可知：（1）

比较组 1 和组 2 的测试结果，可知：加入内参质粒不会对试剂盒的检测灵敏度产生明显影响；（2）比较组 1、组

2 和组 3、组 4 的测试结果，可知：样品经本公司《支原体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提取后再检测，不会对试剂

盒的检测灵敏度产生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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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公司四款不同原理的快速《支原体检测试剂盒》的检测灵敏度比较 

为了比较本公司开发的四款不同原理的快速《支原体检测试剂盒》【分别是：《一步法恒温支原体检测试剂盒》

（简称“一步法”）、《PCR 法支原体检测试剂盒》（简称“PCR 法”）、《发光法支原体检测试剂盒》（简称

“发光法”）和《探针法支原体检测试剂盒》（简称“探针法”）】的检测灵敏度高低，我们使用了以下两种 DNA

作为模板：（1）含 M. hyorhinis 基因片段的质粒【由于“发光法”只能检测活菌，该模板只比较了另外三种试剂

盒】；（2）经支原体液体培养基培养数天的 M. hyorhinis 支原体活菌（猪鼻支原体）。 

比较结果如下表所示： 

 

 说明：四款快速《支原体检测试剂盒》检测灵敏度比较。从本表可知：（1）“探针法”的检测灵敏度最高，

其检测下限可以达到 5.6-10.8 copies/2μL；（2）其次是“PCR 法”，与“探针法”的最高检测灵敏度基本持平或

略低一点；（3）“一步法”的检测灵敏度比“PCR 法”和“探针法”都要低，其检测下限大约为 22.5-172.3 copies/2

μL；（4）“发光法”的检测灵敏度最低，其检测下限（即需要样品的发光值与阴性对照的发光值的比值大于 1.2）

大约为 2200 个活菌/μL【10^(-3)稀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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