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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状病毒核酸检测标准物质的研制
徐蕾蕊1，魏海燕1，林长军2，马 丹1，汪 琦1，张西萌1，李 丹1，付溥博1， 

刘 莉1，魏永新1，赵晓娟1，曾 静1,*
（1.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北京 100026；2.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辽宁 大连 116001）

摘  要：目的：研制用于食品中星状病毒核酸检测的cRNA标准物质。方法：利用基因克隆体外转录方法制备星

状病毒cRNA纯品，初步定量后稀释至适宜浓度进行分装，其中一部分分装样品添加RNAsafe处理，剩余部分不做

处理，制备2 种标准物质样品。采用实时荧光定量实时聚合酶链式反应（real-tim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
PCR）方法检验2 种标准物质样品均匀性和稳定性。样品中RNA浓度（拷贝/μL）通过荧光定量RT-PCR和数字PCR
联合定值获得，并进行不确定度分析。结果：均匀性结果显示2 种样品组间精密度与组内精密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稳定性检验表明20～25 ℃ 10 d、4 ℃ 14 d、－20 ℃ 3 个月及－80 ℃和液氮6 个月2 种样品cRNA含

量无显著变化。RNAsafe（－）标准物质定值为：（1.652±0.143）×108 拷贝/μL（－80 ℃）和（1.652±0.135）× 

108 拷贝/μL（液氮）。结论：RNAsafe（－）标准物质样品可作为用于星状病毒核酸检测的标准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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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strovirus Reference Material Used in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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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a reference material for astrovirus used in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ing. Methods: 
Purified astrovirus cRNAs were prepared by applying gene cloning and in vitro transcription methods. On the base of 
preliminary quantitation, the purified cRNAs were diluted to the appropriate concentration and sub-packaged with equal 
volume. Two types of astrovirus reference material sample were obtained after some of the sub-packages were treated with 
RNAsafe, while the rest were not treated. The homogeneity and stability were tested in both types of reference material 
sample by applying real-time quantitative (RT-qPCR). The concentrations of astrovirus reference material were determined 
by combined use of RT-qPCR and digital PC, and the uncertainty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intra-class variance and inter-class variance (P > 0.05). Two types of astrovirus reference material were 
stable at 20–25 ℃ for 10 days, at 4 ℃ for 2 weeks, at -20 ℃ for 3 months, and at -80 ℃ or in liquid nitrogen for half a year. 
The reference material samples without RNAsafe were valued as (1.652 ± 0.143) ×108 copies/μL (preserved at -80 ℃) or 
(1.652 ± 0.135) ×108 copies/μL (preserved in liquid nitrogen). Conclusion: The samples without RNAsafe could be used as a 
reference material for astrovirus used in nucleic acid amplification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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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病毒是以食物为载体，导致人类患病的病

毒，包括粪-口途径传播的病毒，食源性病毒一直难以

得到及时有效的监控，不仅对食品卫生和人民健康构成

严重威胁，也对食品工业和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资料表明，病毒已成为食源性

疾病的重要病因，而美国国内最常见的食源性病毒为甲

型肝炎病毒和Norwalk样胃肠炎病毒[1]。1983年我国上

海爆发的十万多人的甲型肝炎疾病大流行是世界上有史

以来规模最大的食源性疾病爆发，而非细菌性腹泻的流

行和散发病例也有许多记载，其中包括在1982—1983年
曾发生过全国范围的累及上百万人的大规模腹泻病流行
[2]。在食源性病毒的传播载体（即食物）中，蛤、蚌、

蚶、牡蛎等贝类生活的水域易于受到人类粪便的污染，

食源性病毒能在贝类的消化道中存活数天或数周，且人

们的食用贝类的习惯常是生吃或稍微烹饪后即食。因此

贝类对食源性病毒有积累作用，并在食源性病毒的传播

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3]。

星状病毒是引起婴幼儿、老年人及免疫力低下者急

性病毒性肠炎的重要病原之一，Appleton等于1975年在胃

肠炎患者的粪便中首次发现星状病毒，各国每年都会出

现不同程度地出现星状病毒感染暴发情况[4-5]。目前，星

状病毒的检测方法有电镜观察、细胞培养、酶联免疫及

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技术

等。其中，PCR是目前星状病毒检测的主要技术之一。

实际工作中，PCR检测技术存在较多影响因素，如实

验员操作随机误差、核酸提取后抑制物残留、待扩增

靶核酸浓度、逆转录效率等均影响扩增效率，造成检

测结果偏差。因此，必须使用严格的指控品和定量的

标准物质，保证检测结果可靠性和星状病毒核酸扩增

检测质量。

一个理想的RNA病毒检测标准物质必须具有容易制

备、无生物传染性、能可靠监测RNA检测全过程和足够

的稳定性等特点[6]。核酸标准物质的研制除了按照标准物

质常规研制方法，充分考察其研制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

度，体现其量值的可溯源性外，不能单独应用物理和/或
化学方法来进行描述，还需要考虑其生物学特性[7]。目

前研制得比较多的RNA病毒检测标准物质主要有裸露的

RNA片段、病毒颗粒和盔甲RNA[8]。其中，裸露的RNA
可直接作为RNA病毒核酸检测的质控品，通常通过体

外转录病毒的方式获得，也可由人工方法合成RNA[9]。

对裸露RNA进行适当的修饰后，可提高其耐RNase的特

性。如在裸露的RNA分子中掺入大量的胞嘧啶和鸟嘌

呤，使其形成许多的棒状二级结构，从而具有一定的

RNase抗性和稳定性[10]。体外转录的硫代RNA也具有较好

的稳定性和RNase抗性[11]。此外，通过添加RNase抑制剂

的方式，也可提高RNA核酸标准物质的稳定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星状病毒核酸  本实验室保存；含有T7启动子

的pcDNAⅡ载体、SuperScript® Ⅲ Platinum® One-Step 
Quantitative RT-PCR System 美国Invitrogen公司。

Wizard® Plus SV Minipreps DNA Purification System、

Wizard® DNA Clean-Up System、T7 RiboMAXTM Large 
Scale RNA Production System 美国Promega公司；

RNeasy® MiniElute® Cleanup KIT 美国Qiagen公司；

One-Step RT-ddPCR Kit for Probes 美国Bio-Rad公司；

RNAsafe 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LightCycler® 480荧光PCR仪 美国Roche公司；

QX100 Droplet Digital PCR System 美国Bio-Rad公司；

Coulter DU800紫外分光光度计 德国Beckman公司； 

超低温冰箱 美国Thermo Scientific公司。

1.3 方法

1.3.1 引物与探针

用于星状病毒目的基因扩增的引物和探针序列来源

于SN/T 2519—2010 《贝类中星状病毒检测方法》方法，

见表1。

表 1 星状病毒目的基因引物和探针序列

Table 1 Primer and probe sequences for target gene of astrovirus

引物/探针 序列 扩增长度/bp
AstU1 5’-AAGCAGGTAACTGTTGAGGTC-3’

219AstL1 5’-GGTTTTGGTCCTGTGACAC-3’
AstP1 FAM-TCAACGTGTCCGTAACATTGTCAATAA-TAMRA

1.3.2 建立重组质粒

扩增产物纯化后，将目的片段连接到含T7启动子

的pcDNAⅡ质粒载体上，并将重组质粒转入TOP10感
受态细胞（天根），活化感受态细胞，挑取单菌落增

菌，提取和纯化重组质粒，进行测序鉴定，测序结果与

GenBank中星状病毒目的基因序列进行同源性分析，并

将重组质粒命名为pcDNAⅡ-Ast。
1.3.3 星状病毒RNA体外转录

选择位于星状病毒目的基因下游BamHⅠ限制性内切

酶位点对pcDNAⅡ-Ast单酶切，产生5’黏性末端，可有

效避免对非目的基因的转录。线性化的pcDNAⅡ-Ast经
Wizard® DNA Clean-up System纯化后，用T7 RiboMAXTM 
Large Scale RNA Production System进行体外转录，再

向体外转录产物加入RQ1 RNase-free DNase，除去体系

中的DNA模板，然后用RNeasy® MiniElute® Cleanup kit
（Qiagen）纯化体外转录cRNA。纯化后的cRNA溶于焦

碳酸二乙酯水中，－80 ℃保存，即得到星状病毒cRNA
片段。用非变性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该星状病毒c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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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与纯度。该星状病毒cRNA经逆转录反应后生成

cDNA，用实时荧光PCR方法鉴定该cDNA中是否含有星

状病毒的特异性片段。

1.3.4 标准物质制备与初步定值

将制备的RNA稀释100 倍，测定其在波长260 nm和

280 nm处测吸光度（A260 nm和A280 nm），按下式[12]计算：

拷贝浓度/（拷贝/μL）=A260 nm×40×6.02×1023×稀

释倍数/（目的片段碱基数×340）
制备10－3、10－4、10－5、10－6、10－7、10－8稀释梯

度，荧光定量PCR方法测定各梯度的Ct值，根据初定量

计算结果，对相应梯度的拷贝浓度对数值做线性回归，

绘制标准曲线，建立标准回归方程。

1.3.5 未添加RNAsafe（RNAsafe（－））样品稀释与

分装

本研究中将cRNA稀释至原始浓度的10－4 倍，混匀

分装入无菌无酶的0.5 mL有密封圈的螺口冻存管，每支

0.1 mL，分装200 支。将制备好的样品随机分到20～25、
4、－20、－80 ℃和液氮中保存，每组40 支。剩余样

品－80 ℃保存备用。

1.3.6 添加RNAsafe（RNAsafe（＋））样品稀释与

分装

按前1.3.4节方法稀释分装样品后，向各样品管内分

别添加RNAsafe试剂5 μL，60 ℃水浴处理20 min，再将样

品随机分到20～25、4、－20、－80 ℃和液氮中保存，每

组40 支。剩余样品－80 ℃保存备用。

1.3.7 均匀性检验

从2 种样品中分别随机抽取15 支，用荧光RT-PCR
方法用于瓶间均匀性检验；从每支样品中取50 μL，共

750 μL充分混匀，用于瓶内均匀性检验，共检测15 次。

结果数据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1.3.8 稳定性检测

样品制备后第1、3、10、14 d和1、2、3、4、5、
6 个月时分别从5 种保存条件中随机取出3 支样品进行荧

光RT-PCR方法检测Ct值，每支重复3 次，观察标准物质

的稳定性。结果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线性回归方法进行

统计分析。

1.3.9 标准物质样品的定值方法

应用荧光定量RT-PCR和数字PCR联合方法对标准物质

样品进行定值。荧光定量RT-PCR方法测定Ct值，再根据建

立的标准曲线间接计算上述cRNA的拷贝浓度。数字PCR
能够对标准物质样品进行直接定值，检测范围0～105 拷
贝/μL[13]，根据荧光定量RT-PCR方法得到的间接拷贝数浓

度值，选择适宜的稀释倍数稀释样品，将QX100 Droplet 
Reader测得的反应体系中cRNA的拷贝浓度乘以稀释倍数

的10 倍即得到样品中cRNA的拷贝浓度。

1.3.10 不确定度分析

本研究定值结果的不确定度主要由2 种方法联合定

值结果的A类不确定度和定值方法的B类不确定度组成。

B类不确定度主要来自加样过程及样品稀释过程所产生

的不确定度，由于定值结果中均包含了这类不确定度，

故不再进行不确定度B类评定[14-15]。分析标准物质的均匀

性、稳定性和定值过程引入的不确定度，计算合成标准

不确定度，最后根据置信水平和扩展因子，确定星状病

毒检测核酸标准物质特性量值的扩展不确定度。

2 结果与分析

2.1 星状病毒重组质粒的鉴定 

星状病毒目的片段大小为219 bp，pcDNAⅡ大小为

2 971 bp。1%琼脂糖凝胶电泳显示纯化线性pcDNAⅡ-Ast
重组质粒的大小和纯度符合预期，如图1所示。

1 2 3

5 000 bp
3 000 bp
2 000 bp
1 500 bp
1 000 bp
750 bp
500 bp
250 bp
100 bp

1. pcDNAⅡ-Ast；2. pcDNAⅡ-Ast（1/10 fold）；3. DNA Marker（DL 5 000）。

图 1 pcDNAⅡ-Ast的大小与纯度

Fig.1 The base count and purity of pcDNAⅡ-Ast

2.2 T7体外转录星状病毒RNA的鉴定

1 2 3

632 bp
281 bp

1. RNA Marker；2、3. Ast RNA fragments。

图 2 cRNA大小与纯度

Fig.2 The base count and purity of cRNA

非变性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显示，体外转录产生

cRNA的大小和纯度与预期相符，如图2所示。荧光RT-
PCR检测不经逆转录过程的体外转录产物，结果显示没



※安全检测                            食品科学 2016, Vol.37, No.06  175

有产生扩增反应；荧光RT-PCR检测经逆转录的体外转录

产物，结果显示产生扩增反应，表明该产物是不含DNA
模板的星状病毒特异性cRNA。

2.3 标准物质样品纯度及初步定值

稀 释 1 0 0  倍 的 c R N A 的 吸 光 度 A 2 6 0  n m /
A280 nm=1.911 6，表明体外转录产物cRNA纯度较高，依

据OD260 nm计算质量浓度为0.228 μg/mL，pcDNAⅡ-Ast
的摩尔质量为7.446×104 g/mol，故样品的拷贝浓度为

1.843×1010 拷贝/μL。
2.4 标准曲线与标准回归方程

荧光定量RT-PCR检测1.843×109～1.843×104 拷 

贝/μL（10 倍梯度）的Ct值，根据拷贝数与Ct值的相关性，绘

制标准曲线，回归方程为Y=－3.747X＋42.18（X为拷贝浓度取

以10为底的对数值），相关系数R2=0.984 3，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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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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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3
5.903
7.903
9.903

11.903

10 15 20 25 30 35 40
Ct

1～6. 1.843×109～1.843×104 拷贝/μL。
图 3 不同稀释度cRNA的扩增线及标准曲线

Fig.3 Amplification plots and standard curve

2.5 均匀性检验

均匀性检验结果显示，2 种样品的s2
1（组间方差）＞

s2
2（组内方差），说明瓶内测量偏差小于瓶间测量偏差，

测量方法的重复性比较理想。F-检验结果显示F＜Fα，组

内与组间无明显差异，如图4所示。根据重复性方差对sb

的影响公式 n
s2

2 4
2
vs2

2
sbb ubb ，式中，sbb为瓶间标

准偏差，ubb为瓶间不均匀性导致的不确定度分量，s2
2为组

内方差，vs2
2为其自由度，计算RNAsafe（－）和RNAsafe

（＋）样品ubb分别为0.026和0.010，不均匀性引入的相对

不确定度ubb（rel）分别为0.232%和0.116%，如表2所示。

5

0.775
2.225
5.225
8.225

11.225
14.225

10 15 20 25 30 35 40
Ct

RNAsafe

RNAsafe

图 4 星状病毒核酸检测标准物质均匀性检测结果

Fig.4 Homogeneity test of the astrovirus reference material

表 2 2 种标准物质样品均匀性检验（方差分析）结果

Table 2 Homogeneity test of two types of astrovirus  

reference materials

RNAsafe 组间 1 组内
2

组间s2
1 组间s2

2 F值 P值 ubb ubb（rel）/%

RNAsafe（－） 11.207 10.905 0.639 0.157 4.058 0.054 0.026 0.232
RNAsafe（＋） 8.631 8.601 0.006 0.004 1.610 0.216 0.010 0.116

2.6 稳定性检验

稳定性检验结果显示：R N A s a f e（－）样品在

20～25 ℃保存10 d，4 ℃保存14 d，－20 ℃保存3 个
月，－80 ℃和液氮保存6 个月时，cRNA含量无明显变

化；RNAsafe（＋）样品在－20 ℃可稳定保存4 个月，

在－80 ℃和液氮中保存半年cRNA含量无显著下降。对 

－80 ℃和液氮保存样品长期稳定性监测数据采用线性回

归模型Y=b0＋b1X进行趋势分析，其中，b0和b1是回归系

数，X为保存时间，Y是标准物质特性量值。结果显示，

2 种标准物质样品在2 种保存条件下|b1|均小于t（0.95,5）× 

s（b1），表明斜率不显著，没有观察到不稳定性。根

据us=s（b1）×X，式中us为稳定性引入的不确定度， 

s（b1）为b1的标准偏差，X为给定的保存期限，在给定保

存时间6 个月内，不稳定性引入的相对不确定度分别为

2.452%、1.982%、1.406%和0.698%，如表3所示。

表 3 星状病毒核酸标准物质长期稳定性检测趋势分析检验结果

Table 3 Trend test for long-term stability of astrovirus reference materials

RNAsafe 保存条件 拟合方程 b1 s（b1） t（0.95,5）×s（b1） us us（rel）/%

RNAsafe
（－）

－80 ℃ Y=0.029X＋11.751 0.029 0.047 0.121 0.282 2.452
液氮 Y=0.018X＋11.674 0.018 0.038 0.098 0.228 1.982

RNAsafe
（＋）

－80 ℃ Y=0.037X＋8.629 0.037 0.015 0.039 0.090 1.046
液氮 Y=0.023X＋8.641 0.023 0.010 0.026 0.060 0.698

2.7 定值研究结果

本次定值研究采用荧光定量RT-PCR方法和数字PCR
方法联合定值的方法。RNAsafe（－）样品中，2 种方

法的定值分别为：（1.699±0.330）×108 拷贝/μL（荧

光定量RT-PCR）和（1.605±0.206）×108 拷贝/μL（数

字PCR）。经Grubbs法检验均无异常值，t检验和标准

偏差一致性检验显示，2 组数据一致，2 种定值方法为

等精度测量。单个样本K-S检验显示2 组数据合并后总

体近似符合正态分布，如表4所示。星状病毒检测核酸

标准物质的标准值为2 种方法的总平均值1.652×108拷 

贝/μL。RNAsafe（＋）样品数字PCR定值结果明显低于

荧光定量RT-PCR，结果未给出。

表 4 星状病毒核酸标准物质（RNAsafe（－））定值结果

Table 4 Valuation of the astrovirus (RNAsafe(-)) reference material

定值方法
（ ±s）×108

拷贝/μL
t-检验 F-检验 K-S检验

t值 P值 F值 P值 Z值 P值
荧光定量RT-PCR 1.699±0.330

0.468 0.645 1.246 0.276 0.667 0.766
数字-PCR 1.605±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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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不确定度分析

应用A类评定方法对定值不确定度进行评定，

将总平均值标准差作为定值不确定度，根据公式

uchar

2

∑wi∑wi
2ui

2 m

i 1

m

i 1
，式中，u char为定值不确定度，

ui为各种定值方法的不确定度，wi∝1/u2
1，得星状病毒

检测核酸标准物质（RNAsafe（－））定值不确定度为

0.059×108拷贝/μL，定值相对不确定度uchar(rel)=3.549%。

根据公式uCRM rel uchar rel
ubb rel

us rel

2 2 2
，uCRM(rel)

为相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综合分析标准物质特性量值

的相对合成标准不确定度为得到星状病毒检测核酸标准

物质特性量值（1.652±0.143）拷贝/μL（－80 ℃）和

（1.652±0.135）拷贝/μL（液氮）[16]。

3 讨 论

星状病毒引起人类尤其是5 岁以下儿童发生腹泻，与

轮状病毒、诺如病毒、杯状病毒、肠道腺病毒、沙波病毒

称为病毒性腹泻的主要病原体[4]。目前，PCR检测技术已

是贝类中星状病毒检测的主要技术手段。PCR检测包括核

酸提取、扩增和扩增产物的检测以及多个酶反应，是比较

复杂的生物学过程，且存在样本核酸的不均一性和样本基

质的多样性等特点，给标准化带来一定困难[17]。因此，需

要制备一种病毒核酸扩增检测标准物质，用于测量程序评

价和质量控制，实现不同实验室间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和溯

源性。人工合成的cRNA片段能够具有无毒无害的特点，

在病毒检测定量分析中可直接传达病毒含量信息。世界卫

生组织有专家认为，核酸标准物质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准

确的数值，而不只是关注核酸提取效率，可以不考虑提取

过程[18]。本研究通过构建含T7启动子的重组质粒，选择

位于目的基因下游的BamHⅠ限制性内切酶位点进行单酶

切，有效避免对非目的基因的转录，易于转录富集RNA片

段，可高效获得标准品[19]。

均一性检验结果显示：RNAsafe（－）与RNAsafe
（＋）标准物质样品的均一性引入的相对不缺定度分

别为0.232%与0.116%，瓶间精密度与瓶内精密度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符合JJG 1006—94《一级标准物质技术

规范》。稳定性检验方面，RNAsafe（－）样品能够在

20～25、4、－20 ℃条件下分别稳定保存10、14 d、3 个
月；RNAsafe（＋）样品则可在相应条件下分别稳定保存

10、14 d、4 个月；趋势检验分析表明，－80 ℃和液氮条

件下，在保存时间6 个月内，RNAsafe（－）和RNAsafe
（＋）标准物质样品cRNA含量无显著差异，稳定性引

入的相对不确定度分别为2.452%、1.982%和1.046%、

0.698%，其稳定性能够满足标准物质的实际应用。

实时荧光定量RT-PCR是目前核酸定量检测中最常用

的技术，通过在反应体系中加入荧光染料或荧光标记探

针，监测扩增过程中实时累计的荧光信号，通过标准曲

线对未知模板进行定量分析[20]。数字PCR技术是一项核

酸定量新技术，该技术从而使模板在PCR反应体系中分

布到大量的独立反应单元中，每个单元独自进行PCR扩

增，判断每个单元是否发生了扩增反应，根据泊松分布

的原理，计算PCR反应体系中的模板浓度，再根据稀释

倍数，实现绝对定量[13]。该方法不依靠校准物或外标，

特异性强，灵敏度高，定量准确，已成为核酸定量检测

的重要手段[21-23]。

本研究定值模式为在同一实验室，采用荧光定量

RT-PCR方法和数字PCR方法联合定值的方法。RNAsafe
（－）标准物质2 种方法定值结果一致，2 种测量方法等

精度，总体近似符合正态分布，标准值为2 种方法的总平

均值1.652×108 拷贝/μL。我国标准物质管理办法规定定

值结果表示为：标准值±总不确定度，定值结果的不确

定度评定包括A类和B类评定。B类评定通过借助可利用

的相关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而得到的相应的标准

偏差。本研究中B类不确定度主要来自加样及样品稀释过

程所产生的不确定度，定值结果中均包含了这类不确定

度，不再单独计算，仅评定A类不确定度，总平均值标准

差作为定值不确定度。

标准物质的特性量值及其不确定度的评定必须

建立在合理进行均匀性、稳定性研究及定值测量的基

础上。因此，报告标准物质特性量值的测量结果时，

需要使用扩展不确定度，特性量值表达为标准值±扩

展不确定度。扩展不确定度是指：确定测量结果区间

的量，合理赋予被测量值分布的大部分可望含于此区 

间
[24-26]。根据定值结果符合正态分布，本研究中取置

信概率95%，扩展因子k=2，计算相对扩展不确定度，

得到星状病毒检测核酸标准物质（RNAsafe（－））特

性量值为（1.652±0.143）×108 拷贝/μL（－80 ℃）和

（1.652±0.135）×108 拷贝/μL（液氮）。

均匀性和稳定性研究均表明，RNAsafe（＋）标准物

质均匀性和稳定性均优于RNAsafe（－）标准物质，但是

前者数字PCR定值结果明显低于后者。数字PCR方法使

通过产生大量油包水微滴的方式实现反应单元的分割，

因此RNAsafe（＋）标准物质不能用数字PCR定值，可能

的原因是RNAsafe对微滴稳定性的破坏。可对其采用基准

方法（同位素稀释法）或多家实验室联合定值方法，完

成定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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