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确保生物制品中支原体检测方案的可靠性？ 

MycoTOOL PCR Mycoplasma Detection Kit 用于确认细胞培养物样品中是否有支原体污染。

完整的检测流程包含了：MycoTOOL Mycoplasma Detection Prep Kit（核酸制备试剂盒）以

及 MycoTOOL Mycoplasma Detection Amplification Kit（支原体 PCR 扩增检测试剂盒）。 

 

产品货号 产品描述 

05184592001 1 kit: MycoTOOL Mycoplasma Detection Prep Kit* 

05184240001 1 kit: MycoTOOL Mycoplasma Detection Amplification Kit 

* MycoTOOL Mycoplasma Detection Prep Kit 用于样品核酸制备，也可以用 QC Sample Preparation Kit（产品货

号 08146829001）代替。QC Sample Preparation Kit 通用于支原体检测核酸制备，以及生物制品中 CHO 或 E.coli

残留检测样品的核酸制备。仅供生产和过程质量控制使用，不可用于体外临床诊断程序。 

 

监管当局的验证和审批 

2009 年，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接受并批准了罗氏公司提交的使用 MycoTOOL 试剂盒进行

药物放行测试的流程。 

2011 年，日本卫生署（MHLW）和 FDA 分别接受并批准了使用 MycoTOOL 试剂盒进行药物放

行测试的数个药物。 

对于支原体检测的商业化试剂盒，欧洲药典 EP 2.6.7 指南* 允许使用商业化试剂盒已发布的验

证数据，而不再需要用户做重复的验证。 

"...Where commercial kits are used for part or all of the analytical procedure, documented 

validation points already covered by the kit manufacturer can replace validation by the user. 

Nevertheles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kit with respect to its intended use has to be 

demonstrated by the user..." 

*E.P. 2.6.7 Guidelines, Chapter "Validation of NAT detection of Mycoplasmas" 

对于 MycoTOOL 检测试剂盒的完整验证方案，早在 2010 年就已发布在 Biologicals 期

刊: Deutschmann SM, et al., "Validation of a NAT-based Mycoplasma assay according 

European Pharmacopoeia", Biologicals 38 (2010), pp. 238-248. 

如果您正在计划设计和验证 PCR 检测支原体的方案，罗氏 MycoTOOL 检测试剂盒和上述这篇

验证报告将大大简化您的验证设计方案和验证工作量。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0207553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0207553


试剂盒检测灵敏度 

2000 年开始，罗氏 Genetech 就已经在内部使用 touch-down PCR 技术提高来提高支原体检

测灵敏度，其结果在 2004 年出版发布: 

Eldering JA, et al., "Development of a PCR method for mycoplasma testing of Chinese hamster 

ovary cell cultures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recombinant therapeutic proteins", Biologicals 32 

(2004), 183-193. 

 

在对该（home-brew）方案进行商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基于 EP 2.6.7 指南的验证指导方案做了

大量的验证实验，已验证检测下限的属种有：A. laidlawii, M. hominisM. pneumoniae, M. 

arginini, M. hyorhinis, M. salivarium, M. fermentans, M. orale, S. citri ，所有的菌种均需按要

求进行浓度梯度稀释，在 95%置信水平下获得检测下限数据，即对于特定稀释梯度在 24 个重复

PCR 检测中至少有 23 个必须是阳性的。我们还在下列难测菌种中也做了灵敏度的验证实验, 经

过商业化开发的试剂盒在检测灵敏度方面做了进一步的优化提高 。 

 

 

检测速度： 

用以下检测流程代替耗时的培养法，在 5 小时内获得可靠的检测结果。 

 
 

检测可靠性：  

假阴性检测结果将带来巨大的用药风险和商业风险。MycoTOOL 检测试剂盒引入了内参基因

GAPDH PCR，来检测样品的裂解是否完全，以及 PCR 反应中是否有抑制剂的残留。 



 
图示: MycoTOOL 检测试剂盒的标准结果，需要引入内参基因的扩增作为质控。 

将内参基因作为内部控制而非使用质粒检测，是为了同步监控样品的制备过程，由于支原体也存

活在细胞内部，有效的细胞裂解和核酸抽提能防止假阴性的检测结果。我们对经过稀释的细胞样

品核酸进行 GAPDH PCR 检测（以降低 GAPDH 拷贝数），因为只有当细胞基质的裂解完全有

效时，结果才会显示阳性（参见上图）。而细胞基质中是否带有 PCR 抑制剂成分则通过未稀释

样品的 GAPDH PCR 进行过程质控。 

假阳性检测结果同样可带来巨大的商业损失。为了避免 PCR 过程中气溶胶污染导致的假阳性检

测，MycoTOOL 试剂盒使用 dUTP 代替 dTTP 进行 PCR 扩增，并在反应液中提供尿嘧啶糖酐

酶(UNG）。如果产生了气溶胶污染，带有 dUTP 的污染性扩增产物可以通过 UNG 酶在 dUTP 位

点进行片段切割处理，不会造成后续 PCR 的假阳性检测结果。 

MycoTOOL 试剂盒使用带支原体 DNA 序列的质粒片段作为整个反应的阳性质控，但该质粒片

段与正常扩增的支原体片段有明显的长度差异。如果扩增污染是有质粒片段或阳性质控 PCR 引

起的，可以轻松地从产物长度上加以准确的判断。 

 



 
MycoTOOL 试剂盒具有严谨的生产流程和质控程序，确保其中的试剂不带有支原体核酸污染及

其他各类核酸酶污染。我们对引物进行高标准纯化和质控，减少引物二聚体和假阳性扩增结果

的产生（见上图）。 

MycoTOOL 试剂盒适用于高浓度的细胞样品检测： 

 

高浓度 CHO 细胞系(2x10^7 CFU/ml)的特异性验证数据，检测灵敏度可达 1 CFU/ml。 

 

它也适用于无细胞的上清液样品检测： 

 

http://custombiotech.roche.com/content/dam/internet/dia/custombiotech/custombiotech_com/en_GB/images/Overview/MycoTOOL/MycoTOOLTab3.jpg?w=1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