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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RIDASCREEN®FAST T-2 Toxin（订货号：R5302）T-2 毒素快速检测试剂盒，采
用竞争性酶联免疫反应，用于快速定量检测谷物和饲料中的 T-2 毒素含量。
试剂盒中含有酶联免疫检测所需的所有试剂，包括标准品。
试剂盒足够进行 48 次检测（包括标准测定）。
定量分析需要使用微孔板酶标仪。
本试剂盒对技术人员无任何专业特殊使用技能的要求。若需要我们乐意为您提供免
费的使用培训。
对于多种样品：玉米、玉米苗和鸡及猪养殖混合饲料进行了全面的确证检测。
样品处理：

提取、过滤和稀释

检测时间：

样品制备（以 10 个样品为例）
谷物和饲料样品 ......................................... 约 10 分钟
检测过程（孵育时间） ...................................15 分钟

检测限：

< 20 µg/kg （ppb）

（以标准品为基础测得）

定量限：

50 µg/kg（ppb）

（以标准品为基础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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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途
RIDASCREEN®FAST T-2 Toxin T-2 毒素快速检测试剂盒，采用竞争性酶联免疫反
应，用于快速定量检测谷物和饲料中的 T-2 毒素含量。
2. 概要
T-2 毒素是霉菌毒素中单端孢霉烯毒素的一种，由真菌 Fusarium 属产生。T-2 毒素
常见于农产品中，其出现频率和感染程度则呈现很大的地域差异。因其强细胞毒性
和免疫抑制性，T-2 毒素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均具危险性。
3. 检测原理
检测的基础是抗原抗体反应。微孔板包被有针对 T-2 毒素抗体的捕获抗体。加入标
准品、样品溶液、T-2 毒素酶连接物及 T-2 毒素抗体。游离的 T-2 毒素与 T-2 毒素
酶连接物竞争 T-2 毒素抗体结合位点（竞争性酶免疫分析）。同时 T-2 毒素抗体也
与微孔板上固定的捕获抗体结合。没有结合的 T-2 毒素酶连接物在洗涤步骤中被除
去。将底物/发色剂加入到孔中。结合的酶连接物将发色剂转化为蓝色的产物。加入
反应终止液后使颜色由蓝色转变为黄色。在 450 nm 处测量。吸光度值与样品中的
T-2 毒素浓度成反比。
4. 试剂盒组份
每一个盒中的试剂足够进行 43 个试验（包括 5 个标准测定），盒中的组份如下：
1 x 48 孔微孔板（6 条每条 8 孔，可拆分），
包被有捕获抗体
5 x T-2 毒素标准品*）（每瓶 1.3 ml ）
0 ppb（零标准品），50 ppb，100 ppb，200 ppb，400 ppb
T-2 毒素甲醇/水溶液，即用型
1 x 酶连接物（3 ml） ............................................................................. 红色瓶盖
过氧化物酶标记的 T-2 毒素
即用型
1 x T-2 毒素抗体液（3 ml） ................................................................... 黑色瓶盖
单克隆抗体，即用型
1 x 底物/发色剂溶液（10 ml）................................................................ 棕色瓶盖
红色
1 x 反应终止液（14 ml） ........................................................................ 黄色瓶盖
含 1 N 的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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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数据样品处理时已经考虑到了样品的稀释倍数 10，所以样品中 T-2 毒素的
浓度可以直接从标准曲线中读出。
5. 另需的试剂和设备
5.1. 设备：
− 微孔板酶标仪（450 nm）
− 量筒（塑料或玻璃）100 ml
− 用于样品处理：漏斗和玻璃长颈瓶（50 ml）
− 实验用粉碎机和或粮食碾磨机
− 可选：振荡器
− 滤纸：Whatman No. 1 或者类似
− 50 µl、100 µl 和 1000 µl 微量移液管
5.2. 试剂：
− 甲醇
− 70 %甲醇溶液：70 ml 甲醇（100 %）和 30 ml 蒸馏水混合
− 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6. 操作者应该注意之事项
建议由经过相关培训的实验人员进行本试剂盒的使用操作。请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
求使用本试剂盒。
标准品中含有 T-2 毒素，应特别小心。避免皮肤接触试剂（使用手套）。
玻璃器具和有毒溶液用次氯酸钠溶液（10 % （v/v））浸泡消毒过夜（用 HCl 调节
溶液 PH 值为 7） 。
反应终止液中含 1 N 的硫酸。（R36/38，S2-26）

7. 储存条件
保存试剂盒于 2 - 8 °C，不要冷冻。
将不用的微孔板放进原锡箔袋中并且与提供的干燥剂一起重新密封储存于 2 - 8 °C
条件下。
红色底物/发色剂对光敏感，因此要避免直接暴露在光线下。
对过了有效期（见试剂盒标签）的试剂盒不再提供任何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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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储存，试剂盒至少可正常使用至有效期截至日（见试剂盒包
装）。
不能交叉使用不同批号的盒中试剂。

8. 试剂变质的迹象
− 红色底物/发色剂在使用前发现颜色变蓝。
− 零标准品的吸光度值小于 0.6 （A450 nm < 0.6）。
9. 样品处理
样品应当避光冷藏保存。
对采集的代表性样品（按照相关规定采集的样品）在提取前粉碎并混合。
− 称取 5 g 粉碎后的样品，加入 25 ml 甲醇溶液（70 %）*）
− 用力振荡 3 分钟（手动或借助振荡器）
− 使用 Whatman No. 1 滤纸（或类似滤纸）过滤提取物
− 1 ml 滤液用 1 ml 蒸馏水或去离子水稀释
− 每孔取 50 µl 稀释后滤液进行检测
*） 样品的用量可以适当的增大，但是甲醇/蒸馏水溶液的用量也应同比例增加。
10. 检测步骤
10.1. 检测前的准备
1.

使用之前将所有试剂回温至室温（20 - 25 °C）。

2.

特异性的反应在加入特异性抗体后才会开始。若使用单级移液器，则每次检测
量最多不可超过三条微孔条。若使用多级移液器，则可进行检测量不超过六条
微孔条的检测。

3.

不使用的试剂立刻重于 2 - 8 °C 储存。

T-2 毒素标准品为即用型。在标准品瓶上的标签标准中，已经考虑到了样品的稀释
倍数 10，所以样品中 T-2 毒素的浓度可以直接从标准曲线中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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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检测操作
仔细洗板非常重要。避免在操作过程中微孔完全干燥，避免操作过程中出现长时间
间隔。检测结果的重现性和微孔板的洗涤步骤紧密相关，所以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步
骤进行洗涤。
孵育过程避免阳关直射，所以应遮盖微孔板。
1. 将足够标准品和样品检测所需数量的孔条插入微孔板架。记录标准品和样品
的位置。
2. 50 µl 标准品或处理好的样品溶液加到相应的微孔中。不同样品或标准品的添
加请换用新的移液头。
3. 向每一个微孔中加入 50 µl 酶连接物溶液（红色瓶盖）。
4. 向每一个微孔中加入 50 μl T-2 毒素抗体溶液（黑色瓶盖），充分混合，在室
温（20 - 25 °C）条件下孵育 10 分钟（+/- 1）。
5. 倒出孔中的液体，将微孔板架倒置在吸水纸上拍打（每轮拍打 3 次）以保证
完全除去孔中的液体。使用洗瓶或多级移液器（250 µl 每个微孔）用蒸馏水
或去离子水对每个微孔进行洗涤，再次倒掉微孔中液体。上述操作再重复进
行两遍。
6. 向每一个微孔中加入 100 µl 底物/发色剂（棕色瓶盖），充分混合后在室温
（20 - 25 °C）条件下暗处孵育 5 分钟（+/- 0.5）。
7. 向每一个微孔中加入 100 µl 反应终止液（黄色瓶盖），充分混合。在加入反
应终止液后 10 分钟内于 450 nm 处测量吸光度值。
11. 结果评估
请使用 R-Biopharm 德国拜发公司专门为 RIDASCREEN® 系列产品设计的应用软件
RIDA® SOFT Win（订货号：Z9999）来进行结果分析。
对单次检测建议使用Logit/log 曲线进行结果分析，对两次或多次平行检测应该使用
Cubic Spline 曲线进行结果分析。
关于标准曲线请参看试剂盒中附带的质保证书。
以下是没有使用软件的计算方法：

标准品的吸光度值（或样品）
----------------------------x 100 = % 吸光度比值
零标准品的吸光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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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光度值以百分比表示，因此零标准品等同于 100 %。计算标准品相应的比值，并
绘成一个与 T-2 毒素浓度 [µg/kg] 相关的半对数坐标系统的曲线图。每个样品中的
T-2 毒素浓度µg/kg 可以通过校正曲线上的吸光度值直接读出。

12. 灵敏度
12.1. 检测限
检测限通过对不同的谷物和混合饲料的阴性样品进行重复检测确定。检测限依据阴
性样品检测平均值和 3 倍标准偏差推导出来的。这里的检测限为 10 到 20 ppb 之
间。
12.2. 定量限
定量限通过重复检测人工添加的水平为标准曲线最小值 50 µg/kg（ppb）的样品而
得到。它是明显大于本试剂盒的检测限的 T-2 毒素浓度。对于此浓度的回收率在 70
%到 110 %之间，其百分比统计偏差（VK）小于 20 %。

以上信息是基于我们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对我们的产品及其相关应用的说明。而
并非对产品的任何特定性能或特定使用目的进行担保。R-Biopharm 德国拜发
公司不承担除试剂基本品质之外的任何责任。除因产品使用而造成的直接或间
接损坏及损失外，其它有缺陷的试剂盒可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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