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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曲霉毒素总量免疫亲和柱操作说明书 
概要 

    黄曲霉毒素（Aflatoxin）是黄曲霉、寄生曲霉

等真菌产生的次级代谢产物，它们具有很强的致癌

性，被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划定为Ⅰ类致

癌物，同时又是一种毒性极强的剧毒物质，广泛存

在于各种谷物，坚果，棉籽以及一些与人类血液，

动物饲料相关的产品中。饲料中的黄曲霉毒素 B1

经过动物代谢后产生的黄曲霉毒素 M1 依然具有很

强的毒性和致癌性。它被证明对人和动物的肝脏、

肾脏等组织和器官具有很大的危害，对人类健康构

成了很大威胁。世界各国对食品，饲料中的黄曲霉

毒素都有严格的限量标准。 

适用范围及性能 

它能够特异性的纯化样品中的黄曲霉毒素B1、

B2、G1、G2。黄曲霉毒素免疫亲和柱广泛地应用

于粮食、食品、饲料、坚果等样品的前处理。 

柱容量：≥200ng 

回收率：≥85% 

 

原理 

本实验测定的基础是抗原抗体间的特异性

反应。黄曲霉毒素单克隆抗体被偶联在柱内凝胶

上，样品中的黄曲霉毒素经过提取、过滤、稀释；

然后将样品提取液通过键合有黄曲霉毒素抗体

的亲和柱。此时，黄曲霉毒素键合在亲和柱中的

抗体上。之后用蒸馏水将免疫亲合柱上的杂质除

去。用甲醇洗脱亲和柱，将黄曲霉毒素从抗体上

分离下来。最后，将过滤的甲醇溶液注入荧光计

或 HPLC 进行测定。 

 

需要的其他仪器、试剂 

1） 仪器 

—高速均质器或组织匀浆机 

—微量移液器 100μl～1000μl 

—粉碎机 

—200ml/50ml 量筒 

—槽纹滤纸 

—玻璃微纤维滤纸（1.5μm 孔径） 

—50ml 漏斗 

—一次性玻璃试管 

—天平：感量 0.01g 

2） 试剂 

—甲醇（色谱级） 

—蒸馏水 

—PH7.4 磷酸盐缓冲液（PBS） 

—吐温-20/PBS 溶液（0.1%） 

 

样品处理步骤 

（一）花生、玉米、大米、小麦等及其制品，植

物油和饲料： 

1.1 称取 25g 粉碎的样品（植物油直接取样，无

需处理），5g 氯化钠；置于均质器中； 

1.2 加入 125mL 甲醇/水（7：3）溶液，高速搅拌，

提取 2 分钟； 

1.3 取下盖子，将提取物到入槽纹滤纸上，滤液

收集于干净的容器中。 

1.4 移取 15 mL 上步的滤液，置于干净的容器中。 

1.5 用 30 mL 纯水稀释，混匀。 

1.6 将上步稀释液通过玻璃微纤维滤纸，滤液收

集于玻璃注射器筒中，量取 15mL。 

1.7 将上步 15 mL 滤液（15mL=1.0g 的样品），以

1 滴/秒的流速全部通过黄曲霉免疫亲合柱，直至

空气进入到亲合柱中。 

1.8 用 10 mL 纯水淋洗柱子 2 次，每次以 1-2 滴/

秒的流速通过亲合柱。 

1.9 用 1.0 mL HPLC 级的甲醇以 1 滴/秒的流速

淋洗亲合柱，将所有样品淋洗液（1 mL)收集

于玻璃测试管中，以供检测。 

（二）酱油 

2.1 取 50g 样品与 100ml 甲醇/水（8:2）溶液混合； 

2.2 加入 2.5g 氯化钠以均质器高速搅拌，提取 1

分钟； 

2.3 取下盖子，将提取物到入槽纹滤纸上，滤液

收集于干净的容器中； 

2.4 取 10 mL 上步的滤液，加入 40ml 水稀释，用

玻璃微纤维滤纸过滤； 

2.5 将上步 10 mL 滤液（10mL=1.0g 的样品），以

1 滴/秒的流速全部通过黄曲霉免疫亲合柱，

直至空气进入到亲合柱中； 

2.6 用 10ml 的吐温-20/PBS 溶液清洗柱子，再以

10ml 的纯水淋洗柱子 2 次； 

2.7 用 1.0 mL HPLC级的甲醇以 1 滴/秒的流速淋

洗亲合柱，将所有样品淋洗液（1 mL)收集于

玻璃测试管中，以供检测。 

 

免疫亲和柱净化-HPLC 法 

1）0.05%碘溶液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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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0.5g 碘加入 100mL 甲醇中，边搅拌边加

900mL 纯水，直至完全溶解。至少混合 30 分钟，

然后用 0.45 微米的尼龙筛过滤。该溶液保存时间

为 2 周。 

 

2）液相色谱条件 

色谱柱：Clover-C18 4.6*150mm（5um） 

流动相：甲醇-水（45+55，v/v） 

流速：0.8mL/min 

检测器：荧光检测器，激发波长360nm,发射波长

440nm 

进样体积：20~100uL 

光化学衍生化系统：光化学衍生器（连接于色谱

柱后，然后通向荧光检测器） 

或后置柱碘法衍生： 

后置柱碘：0.05%碘溶液。 

流速：0.2 mL/min。 

反应温度：70 ℃ 

3）检测 

   将样品前处理中的 1.0mL 甲醇淋洗液用 1.0mL

纯水稀释，混匀，注入 HPLC 检测。 

 

 

样品中黄曲霉毒素 B1，B2,G1,G2 光化学衍生色谱图 

            

免疫亲和柱净化-荧光计法 

1）荧光分析所要求的材料 

C/N 编号 物 品 

 Vicam V1 4 系列荧光计 

32010 AflaTest Developer 显色剂 (50 mL) 

33020 Mycotoxin Calibration Standards 真菌

标定标准物 

2）标定值的设置：使用真菌标定标准物 

仪器 绿色 红色 黄色 

Vicam V1 4 系列 -1 22 112 

  

3）试验准备 

1 标定荧光计。 

2 配制 AflaTest 显色溶液（一天配制一次）。  

3 配制甲醇/水（70：30 体积比）溶液（每周配

制一次，或根据需要配制）。 

4 试剂空白试验（1mL 甲醇+1mL 显色剂置于测

试管中），荧光计读数应为 0。 

5 空白试验（2mL 纯水置于测试管中），荧光计

读数应为 0。 

4）检测 

  取样品前处理中的 1.0mL 甲醇淋洗液，将 1.0 

mL AflaTest 显色剂加到测试管的淋洗液中。混

匀后，将测试管置于已标定好了的荧光计中。60

秒后，读数。 

储存条件及保质期 

储存条件：亲和柱置于冰箱中 2-8oC 保存，冷冻可

毁坏亲和柱。 

保质期：该产品有效期为 12 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