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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 舀

    本标准代替GB/T 5009. 22-1996《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与GB/T 5009. 22-1996相比主要修改如下:

    — 修改了标准的中文名称，标准中文名称改为《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的测定》;

    一一按照GB/T 20001. 4-2001《标准编写规则 第4部分:化学分析方法》对原标准的结构进行了

        修改。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第一法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及食品卫生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进出口商品检

验局负责起草。

    本标准第二法由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第二法主要起草人:计融、路戈、罗雪云、张铺、王健伟。

    本标准于1985年首次发布，于1996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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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的测定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粮食、花生及其制品、薯类、豆类、发酵食品及酒类等各种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的测

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粮食、花生及其制品、薯类、豆类、发酵食品及酒类等各种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的

测定 。

    在第一法中，薄层板上黄曲霉毒素B,的最低检出量为。. 000 4 f}g，检出限为5 Kg/kg。第二法对

黄曲霉毒素B，的检出限为。. 01 u刃kw

第一法

原 理

    试样中黄曲霉毒素B;经提取、浓缩、薄层分离后，在波长365 nm紫外光下产生蓝紫色荧光，根据

其在薄层上显示荧光的最低检出量来测定含量。

试 荆

  三抓 甲烷 。

正己烷或石油醚(沸程30 0C -60℃或600C^900C),

  甲醇 。

苯 。

  乙睛 。

无水乙醚或乙醚经无水硫酸钠脱水。

  丙酮 。

以上试剂在试验时先进行一次试剂空白试验，如不干扰测定即可使用，否则需逐一进行重蒸。

硅胶G:薄层色谱用。

三氟 乙酸 。

  无水硫酸钠。

  氯化钠。

  苯一乙睛混合液:量取98 mL苯，加2 mL乙睛，混匀。

  甲醇水溶液:55+45.

  黄曲霉毒索B,标准溶液

1 仪器校正:测定重铬酸钾溶液的摩尔消光系数，以求出使用仪器的校正因素。准确称取25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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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干燥的重铬酸钾(基准级)，用硫酸((0.5+1 000)溶解后并准确稀释至200 mL，相当于[c(K2 Crz 07) =

0. 000 4 mot/I.]。再吸取25 mL此稀释液于50 mL容量瓶中，加硫酸((0.5+1 000)稀释至刻度，相当

于0. 000 2 mot/L溶液。再吸取25 mL此稀释液于50 mL容量瓶中，加硫酸((0.5+1 000)稀释至刻度，

相当于0.000 1 mol/L溶液。用1 cm石英杯，在最大吸收峰的波长(接近350 nm处)用硫酸((0.5+

1 000)作空白，测得以上三种不同浓度的摩尔溶液的吸光度，并按式(1)计算出以上三种浓度的摩尔消

光系数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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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二 (1)

式 中:

E:— 重铬酸钾溶液的摩尔消光系数;

A— 测得重铬酸钾溶液的吸光度;

  。— 重铬酸钾溶液的摩尔浓度。

    再以此平均值与重铬酸钾的摩尔消光系数值3

行计算 。

                                              了=

    式中:

    了— 使用仪器的校正因素;

    E— 测得的重铬酸钾摩尔消光系数平均值。

16。比较，即求出使用仪器的校正因素，按式(2)进

3 160F_ (2)

    若f大于。95或小于1.05，则使用仪器的校正因素可略而不计。

3. 14.2 黄曲霉毒素B,标准溶液的制备:准确称取1 mg-1. 2 mg黄曲霉毒素B，标准品，先加人2 mL

乙睛溶解后，再用苯稀释至100 m1_,避光，置于4℃冰箱保存。该标准溶液约为 10 pg/mL。用紫外分

光光度计测此标准溶液的最大吸收峰的波长及该波长的吸光度值。

    结果计算:黄曲霉毒素B,标准溶液的浓度按式(3)进行计算。

AXM X1000X

        E2
(3)

    式 中:

    X— 黄曲霉毒素B,标准溶液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pg/mL) ;

    A 测得的吸光度值;

    了— 使用仪器的校正因素;

    M— 黄曲霉毒素B，的分子量312;
    及— 黄曲霉毒素B，在苯一乙睛混合液中的摩尔消光系数19 800,
    根据计算，用苯一乙睛混合液调到标准溶液浓度恰为10. 0 pg/mL，并用分光光度计核对其浓度。

3.14.3 纯度的测定:取5 pL 10 pg/mL黄曲霉毒素B,标准溶液，滴加于涂层厚度。.25 mm的硅胶G

薄层板上，用甲醇一三氯甲烷((4+96)与丙酮一三氯甲烷(8+92)展开剂展开，在紫外光灯下观察荧光的产

生，应符合以下条件:

3.14.3.、 在展开后，只有单一的荧光点，无其他杂质荧光点。

3.14.3.2 原点上没有任何残留的荧光物质。

3.15 黄曲霉毒素B,标准使用液:准确吸取1 mL标准溶液(10 pg/mL)于10 mL容量瓶中，加苯一乙睛

混合液至刻度，混匀。此溶液每毫升相当于1. 0 pg黄曲霉毒素B-吸取1. 1. 0 mL此稀释液，置于5 mL
容量瓶中，加苯一乙睛混合液稀释至刻度，此溶液每毫升相当于。. 2 t}g黄曲霉毒素B,。再吸取黄曲霉毒

素B,标准溶液((0.2 pg/mL)1.0 mL置于5 mL容量瓶中，加苯一乙睛混合液稀释至刻度。此溶液每毫
升相当于。. 04 Kg黄曲霉毒素B-

3.16 次氯酸钠溶液(消毒用):取100 g漂白粉，加入500 mL水，搅拌均匀。另将80 g工业用碳酸钠

(Na, M ·IOH}O)溶于500 mL温水中，再将两液混合、搅拌，澄清后过滤。此滤液含次抓酸浓度约为

25 g/L。若用漂粉精制备，则碳酸钠的量可以加倍。所得溶液的浓度约为50 g/L。污染的玻璃仪器用

10 g/L次抓酸钠溶液浸泡半天或用50 g/L次氯酸钠溶液浸泡片刻后，即可达到去毒效果。

仪器

41 小型粉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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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4.6

4.7

4.8

4.9

样 筛。

电动振荡器。

全玻璃浓缩器。

玻璃板:5 cm X 20 cm,
薄层板涂布器。

展开槽:内长25 cm、宽6 cm、高4 cm.
紫外光灯:100 W-125 W，带有波长365 nm滤光片。

微量 注射器或 血色素吸管。

5 分析步骤

5. 1 取样

    试样中污染黄曲霉毒素高的霉粒一粒可以左右测定结果，而且有毒霉粒的比例小，同时分布不均

匀。为避免取样带来的误差，应大量取样，并将该大量试样粉碎，混合均匀，才有可能得到确能代表一批

试样的相对可靠的结果，因此采样应注意以下几点。

5.1.1 根据规定采取有代表性试样。

5. 1.2 对局部发霉变质的试样检验时，应单独取样。

5. 1.3 每份分析测定用的试样应从大样经粗碎与连续多次用四分法缩减至。. 5 kg-1 kg，然后全部粉

碎。粮食试样全部通过20目筛，混匀。花生试样全部通过 10目筛，混匀。或将好、坏分别测定，再计算

其含量。花生油和花生酱等试样不需制备，但取样时应搅拌均匀。必要时，每批试样可采取3份大样作

试样制备及分析测定用，以观察所采试样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5.2 提取

5.2. 1 玉米、大米、麦类、面粉、.千、豆类、花生、花生奋等

5.2.1.1 甲法:称取20. 00 g粉碎过筛试样(面粉、花生酱不需粉碎)，置于250 mL具塞锥形瓶中，加

30 mL正己烷或石油醚和100 mL甲醇水溶液，在瓶塞上涂上一层水，盖严防漏。振荡30 min，静置片

刻，以叠成折叠式的快速定性滤纸过滤于分液漏斗中，待下层甲醇水溶液分清后，放出甲醇水溶液于另

一具塞锥形瓶内。取20. 00 mL甲醇水溶液(相当于4g试样)置于另一125 mL分液漏斗中，加20 mL

三抓甲烷，振摇2 min，静置分层，如出现乳化现象可滴加甲醇促使分层。放出三抓甲烷层，经盛有约

10 g预先用三抓甲烷湿润的无水硫酸钠的定量慢速滤纸过滤于50 mL蒸发皿中，再加5 mL三抓甲烷

于分液漏斗中，重复振摇提取，三氯甲烷层一并滤于蒸发皿中，最后用少量三氯甲烷洗过滤器，洗液并

于蒸发皿中。将蒸发皿放在通风柜于65℃水浴上通风挥干，然后放在冰盒上冷却2 min-3 min后，准

确加人1 mL苯一乙睛混合液(或将三抓甲烷用浓缩蒸馏器减压吹气蒸干后，准确加人1 mL苯一乙睛混合

液)。用带橡皮头的滴管的管尖将残渣充分混合，若有苯的结晶析出，将蒸发皿从冰盒上取出，继续溶

解、混合，晶体即消失，再用此滴管吸取上清液转移于2 mL具塞试管中。

5.2.1.2 乙法(限于玉米、大米、小麦及其制品):称取20. 00 g粉碎过筛试样于250 mL具塞锥形瓶中，

用滴管滴加约6 mL水，使试样湿润，准确加人60 mL三氯甲烷，振荡30 min，加12 g无水硫酸钠，振摇

后，静置30 min，用叠成折叠式的快速定性滤纸过滤于100 mL具塞锥形瓶中。取12 mL滤液(相当4g

试样)于蒸发皿中，在65℃水浴上通风挥干，准确加人1 mL苯一乙睛混合液，以下按5.2.1.1自“用带

橡皮头的滴管的管尖将残渣充分混合⋯⋯”起依法操作。

5.2.2 花生油、香油、菜油等

    称取4. 00 g试样置于小烧杯中，用20 mL正己烷或石油醚将试样移于125 mL分液漏斗中。用

20 mL甲醇水溶液分次洗烧杯，洗液一并移人分液漏斗中，振摇2 min，静置分层后，将下层甲醇水溶液

移人第二个分液漏斗中，再用5 mL甲醇水溶液重复振摇提取一次，提取液一并移人第二个分液漏斗

中，在第二个分液漏斗中加人20 mL三氯甲烷，以下按5.2.1.1自“振摇2 min,静置分层··⋯”起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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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

5.2.3 告油、醋

    称取10. 00 g试样于小烧杯中，为防止提取时乳化，加。.4g氯化钠，移人分液漏斗中，用15 mL三

氯甲烷分次洗涤烧杯，洗液并人分液漏斗中。以下按5.2.1.1自“振摇2 min，静置分层⋯⋯”起依法操

作，最后加人2.5 m工苯一乙睛混合液，此溶液每毫升相当于4g试样。

    或称取10. 00 g试样，置于分液漏斗中，再加12 mL甲醇(以酱油体积代替水，故甲醇与水的体积比
仍约为55+45)，用20 mL三氯甲烷提取，以下按5.2.1.1自“振摇2 min，静置分层⋯⋯”起依法操作

最后加人2. 5 mL苯一乙睛混合液。此溶液每毫升相当于4g试样。

5.2.4 千苦类(包括豆豉、腐乳制品)

    称取20. 00 g研磨均匀的试样，置于250 m工一具塞锥形瓶中，加人20 mL正己烷或石油醚与50 mL

甲醇水溶液 振荡30 min,静置片刻，以叠成折叠式快速定性滤纸过滤，滤液静置分层后，取24 mL甲

醇水层(相当8g试样，其中包括8g干酱类本身约含有4 mL水的体积在内)置于分液漏斗中，加人

20 mL三氯甲烷，以下按5.2.1.1自“振摇2 min，静置分层··⋯”起依法操作。最后加人2 mI，苯一乙睛

混合液。此溶液每毫升相当子49试样。

5，2.5 发酵酒类

    同5.2.3处理方法，但不加氯化钠。

5.3 测定

5.3.1 单向展开法

5.3.1. 1 薄层板的制备:称取约3 g硅胶G，加相当于硅胶量2倍一3倍左右的水，用力研磨 1 min-

2 min至成糊状后立即倒于涂布器内，推成5 cmX20 cm，厚度约。.25 mm的薄层板三块。在空气中干

燥约15 min后，在100℃活化2h，取出，放干燥器中保存。一般可保存2天一3天，若放置时间较长，可
再活化后使用。

5.3.1.2 点样:将薄层板边缘附着的吸附剂刮净，在距薄层板下端3 cm的基线上用微量注射器或血色

素吸管滴加样液。一块板可滴加4个点，点距边缘和点间距约为1 cm，点直径约3 mm。在同一块板上

滴加点的大小应一致，滴加时可用吹风机用冷风边吹边加。滴加样式如下:

    第一点:10 NL黄曲霉毒素B,标准使用液((0. 04 pg/mL)

    第二点:20刃一样液。

    第三点:20 pL样液+10 ML 0. 04 yg/ml黄曲霉毒素B，标准使用液。

    第四点:20 pL样液十10 pL 0. 2 Ng/mL黄曲霉毒素B，标准使用液。
5.3.1.3 展开与观察:在展开槽内加10 mL无水乙醚 预展12 cm，取出挥干。再于另一展开槽内加

10 mL丙酮一三氯甲烷(8+92)，展开10 cm-12 cm，取出。在紫外光下观察结果，方法如下。

5.3.1.3.1 由于样液点上加滴黄曲霉毒素B,标准使用液，可使黄曲霉毒素B,标准点与样液中的黄曲

霉毒素B,荧光点重叠 如样液为阴性，薄层板上的第三点中黄曲霉毒素B为。. 000 4 pg，可用作检查
在样液内黄曲霉毒素B,最低检出量是否正常出现;如为阳性，则起定性作用。薄层板上的第四点中黄

曲霉毒素B,为0. 002 pg，主要起定位作用。

5.3.1.3.2 若第二点在与黄曲霉毒素B，标准点的相应位置上无蓝紫色荧光点，表示试样中黄曲霉毒

素B含量在5 pg/kg Ed下;如在相应位置上有蓝紫色荧光点，则需进行确证试验。
5.3.1.4 确证试验:为了证实薄层板上样液荧光系由黄曲霉毒素B:产生的，加滴三氟乙酸，产生黄曲

霉毒素B,的衍生物，展开后此衍生物的比移值约在。.l左右。于薄层板左边依次滴加两个点。

    第一点:0. 04 Kg/ml，黄曲霉毒素B〕标准使用液10 pL,

    第二点:20 r.L样液。

    于以上两点各加一小滴三氟乙酸盖于其上，反应5 min后，用吹风机吹热风2 min后，使热风吹到

薄层板上的温度不高于400C，再于薄层板上滴加以下两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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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点:0. 04 tg/mL黄曲霉毒素B,标准使用液10 yLo

    第四点:20 KL样液。

    再展开(同5.3.1.3)，在紫外光灯下观察样液是否产生与黄曲霉毒素残 标准点相同的衍生物。未

加三氟乙酸的三、四两点，可依次作为样液与标准的衍生物空白对照。

5.3.1.5 稀释定量:样液中的黄曲霉毒素B,荧光点的荧光强度如与黄曲霉毒素B标准点的最低检出

量(0. 000 4 lxg)的荧光强度一致，则试样中黄曲霉毒素B，含量即为5 Ig/kg。如样液中荧光强度比最

低检出量强，则根据其强度估计减少滴加微升数或将样液稀释后再滴加不同微升数，直至样液点的荧光

强度与最低检出量的荧光强度一致为止。滴加式样如下:

    第一点:10 kL黄曲霉毒素B,标准使用液((0.04 pg/mL).

    第二点:根据情况滴加 10川 样液。

    第三点:根据情况滴加15 pL样液。

    第四点:根据情况滴加20 pL样液。

5.3.1.6 结果计算:试样中黄曲霉毒素B，的含量按式((4)进行计算。

X_。。。。4XV,XDX
                            v2 1 000m ⋯ 。............................ ( 4)

      式 中:

    X— 试样中黄曲霉毒素B,的含量，单位为微克每千克(Wg/kg);

    v — 加人苯一乙睛棍合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

    叭 — 出现最低荧光时滴加样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

    D— 样液的总稀释倍数，

    m— 加人苯一乙睛混合液溶解时相当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9);

。.。。。4— 黄曲霉毒素B 的最低检出量，单位为微克(1-g)

    结果表示到测定值的整数位。

5.3.2 双向展开法

    如用单向展开法展开后，薄层色谱由于杂质干扰掩盖了黄曲霉毒素B,的荧光强度，需采用双向展

开法。薄层板先用无水乙醚作横向展开，将干扰的杂质展至样液点的一边而黄曲霉毒素B:不动，然后

再用丙酮一三氯甲烷((8-92)作纵向展开，试样在黄曲霉毒素B,相应处的杂质底色大量减少，因而提高

了方法灵敏度。如用双向展开中滴加两点法展开仍有杂质干扰时，则可改用滴加一点法。

5.3.2.1 滴加两点法

5.3.2.1.1 点样

    取薄层板三块，在距下端3 cm基线上滴加黄曲霉素B,标准使用液与样液。即在三块板的距左边

缘0. 8 cm-1 cm处各滴加10 kL黄曲霉毒素B;标准使用液(0. 04 Wg/mL)，在距左边缘2. 8 cm-3 cm

处各滴加 20 pL样液，然后在第二块板的样液点上加滴 10 fL黄曲霉毒素 B，标准使用液

(0.04 pg/mI_)，在第三块板的样液点上加滴10 f}L 0. 2 p.g/mL黄曲霉毒素B:标准使用液。

5.3.2. 1.2 展 开

5. 3. 2. 1. 2. 1 横向展开:在展开槽内的长边置一玻璃支架，加10 MI，无水乙醇，将上述点好的薄层板

靠标准点的长边置于展开槽内展开，展至板端后，取出挥干，或根据情况需要时可再重复展开1次~

2次 。

5. 3. 2. 1. 2. 2 纵向展开:挥干的薄层板以丙酮一三氯甲烷(8+92)展开至10 cm-12 cm为止。丙酮与

三氯甲烷的比例根据不同条件自行调节。

5.3.2. 1.3 观察及评定结果

5. 3. 2. 1. 3. 1 在紫外光灯下观察第一、二板，若第二板的第二点在黄曲霉毒素B，标准点的相应处出现

最低检出量，而第一板在与第二板的相同位置上未出现荧光点，则试样中黄曲霉毒素 B,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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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 fag/kg以下。

5. 3. 2. 1. 3. 2 若第一板在与第二板的相同位置上出现荧光点，则将第一板与第三板比较，看第三板上
第二点与第一板上第二点的相同位置上的荧光点是否与黄曲霉毒素B,标准点重叠，如果重叠，再进行

确证试验。在具体测定中，第一、二、三板可以同时做，也可按照顺序做。如按顺序做，当在第一板出现

阴性时，第三板可以省略，如第一板为阳性，则第二板可以省略，直接作第三板。

5.3.2.1.4 确证试验

    另取薄层板两块，于第四、第五两板距左边缘。. 8 cm-1 cm处各滴加10 fuL黄曲霉毒素B,标准使

用液((0.04 fag/ml- )及1小滴三氟乙酸;在距左边缘2. 8 cm-3 cm处，于第四板滴加20 IAL样液及1小

滴三氟乙酸;于第五板滴加20 faL样液、10 f.L黄曲霉毒素B，标准使用液(0. 04 fag/mL)及1小滴三氟

乙酸，反应5 min后，用吹风机吹热风2 min，使热风吹到薄层板上的温度不高于400C。再用双向展开

法展开后，观察样液是否产生与黄曲霉毒素B，标准点重叠的衍生物。观察时，可将第一板作为样液的

衍生物空白板。如样液黄曲霉毒素B:含量高时，则将样液稀释后，按5.3.1.4做确证试验。

5.3.2.1.5 稀释定f

    如样液黄曲霉毒素B:含量高时，按5.3.1.5稀释定量操作。如黄曲霉毒素B，含量低，稀释倍数

小，在定量的纵向展开板上仍有杂质干扰，影响结果的判断，可将样液再做双向展开法测定，以确定

含量 。

5.3.2.1.6 结果计算

    同5.3.1.6.

5.3.2.2 滴加一点法

5.3.2.2.1 点样:取薄层板三块，在距下端3cm基线上滴加黄曲霉毒素B,标准使用液与样液。即在

三块板距左边缘0.8 cm-1 cm处各滴加20 IAL样液，在第二板的点上加滴 10 faL黄曲霉毒素 B,标准

使用液((0. 04 fag/mL)，在第三板的点上加滴10 ftL黄曲霉毒素B,标准溶液((0.2 jsg/mL),

5.3.2.2.2 展开:同5.3.2.1.2的横向展开与纵向展开。

5.3.2.2.3 观察及评定结果:在紫外光灯下观察第一、二板，如第二板出现最低检出量的黄曲霉毒素

B:标准点，而第一板与其相同位置上未出现荧光点，试样中黄曲霉毒素B，含量在5 fag/kg以下。如第
一板在与第二板黄曲霉毒素B,相同位置上出现荧光点，则将第一板与第三板比较，看第三板上与第一

板相同位置的荧光点是否与黄曲霉毒素B,标准点重叠，如果重叠再进行以下确证试验。

5.3.2.2.4 确证试验:另取两板，于距左边缘0. 8 cm-1 cm处，第四板滴加20 pL样液、1滴三氟乙

酸;第五板滴加20 pL样液、10 uL 0. 04 ug/mL黄曲霉毒素B,标准使用液及 1滴三氟乙酸。产生衍生

物及展开方法同5.3.2.1。再将以上二板在紫外光灯下观察，以确定样液点是否产生与黄曲霉毒素B,

标准点重叠的衍生物，观察时可将第一板作为样液的衍生物空白板。经过以上确证试验定为阳性后，再

进行稀释定量，如含黄曲霉毒素B;低，不需稀释或稀释倍数小，杂质荧光仍有严重干扰，可根据样液中

黄曲霉毒素B,荧光的强弱，直接用双向展开法定量。

5.3.2.2.5 结奥计算 ，同 5.3.1.6

第二法

原理

    试样中的黄曲霉毒素B,经提取、脱脂、浓缩后与定量特异性抗体反应，多余的游离抗体则与酶标

板内的包被抗原结合，加人酶标记物和底物后显色，与标准比较测定含量。

试剂

7.1 抗黄曲霉毒素B,单克隆抗体，由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进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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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人工抗原:AFB,一牛血清白蛋白结合物。

7.3 黄曲霉毒素B，标准溶液:用甲醇将黄曲霉毒素B，配制成1 mg/mL溶液，再用甲醇-PBS溶液((20

+80)稀释至约lot.对mL,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此溶液最大吸收峰的光密度值，代人式((5)计算:

AXM X 1000X
            E

(5)

    式 中:

    X— 该溶液中黄曲霉毒素B，的浓度，单位为微克每毫升(pg/mL) ;

    A- 测得的光密度值;

    M— 黄曲霉毒素B，的分子量，312;

    E- 摩尔消光系数，21 800;

    f— 使用仪器的校正因素。

    根据计算将该溶液配制成10 pg/mL标准溶液，检测时，用甲醇-PBS溶液将该标准溶液稀释至所

需浓度 。

7.4 三氯甲烷。

7.5 甲醇。

7.6 石油醚 。

7.7 牛血清白蛋白(BSA).

7.8 邻苯二胺(OPD)。

7.9 辣根过氧化物酶(HRP)标记羊抗鼠IgG,

7.10 碳酸钠。

7.11 碳酸氢钠。

7.12 磷酸二氢钾。

7.13 磷酸氢二钠。

7.14 抓化钠。

7.15 氯化钾。

7.16 过氧化氢(H2 00.

7.17 硫酸。

7.18  ELISA缓冲液如下:

7.18.1包被缓冲液((pH9. 6碳酸盐缓冲液)的制备:
    Na,C0,         1. 59 g

    NaHCO,         2. 93 g

    加蒸馏水至1 000 mL.
7.18. 2 磷酸盐缓冲液(pH7. 4 PBS)的制备:

    KH2P0,                0.2 g

    Naz HP04·12H,O     2.9 g

    NaCl                  8. 0 g

    KCl                   0. 2 g

    加蒸馏水至1 000 mL.
7. 18.3 洗液(PBS-T)的制备:PBS加体积分数为。05%的吐温-20.

7.18.4 抗体稀释液的制备:BSA 1. 0 g加PBS-T至1 000 mL.

7.18.5 底物缓冲液的制备如下:

7. 18. 5. 1  A液(0. 1 mol/L柠檬酸水溶液):柠檬酸(CHs0,·H20)21. 01 g，加蒸馏水至1 OOOmL.

7. 18. 5. 2  B液(0. 2 mol/L磷酸氢二钠水溶液):Naz HPO ·12H,O 71.6 g，加蒸馏水至1 0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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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5.3 用前按A液+B液+蒸馏水为24.3十25.7+50的比例(体积比)配制。

7. 18.6 封闭液的制备:同抗体稀释液。

仪器

小型粉碎机。

电动振荡器。

酶标仪，内置490 nn 滤光片。

恒温水浴锅。

恒温培养箱。

酶标微孔板。

微量加样器及配套吸头。

8

81
8.2
83
84
85
8.6
8.7

9 分析 步骤

9.1 取 样

    同 5.1.

9.2 提取

9.2.1 大米和小米(脂肪含，<3.0%)的提取u

    试样粉碎后过20目筛，称取20. 0 g，加人250 mL具塞锥形瓶中。准确加人60 mL三氯甲烷，盖

塞后滴水封严。150 r/min振荡30 min。静置后，用快速定性滤纸过滤于 50 mL烧杯中。立即取

12 mL滤液(相当4. 0 g试样)于75 mL蒸发皿中，65℃水浴通风挥干。用2. 0 mL 20%甲醇-PBS分三
次((0.8 mL,O. 7 mL,O. 5 mL)溶解并彻底冲洗蒸发皿中凝结物，移至小试管，加盖振荡后静置待测。此

液每毫升相当2. 0 g试样。
9. 2. 2  .3i米的提取(脂肪含f 3.0% -5.0%)

    试样粉碎后过20目筛，称取20. 0 g，加人250 mL具塞锥形瓶中，准确加人 50. 0 mL甲醇一水

(80+20)溶液和15. 0 mL石油醚，盖塞后滴水封严。150 r/min振荡30 min。用快速定性滤纸过滤于

125 mL分液漏斗中。待分层后，放出下层甲醇一水溶液于50 mL烧杯中，从中取10. 0 mL(相当于4. 0 g

试样)于75 mL蒸发皿中。以下按9.2.1自“65℃水浴通风挥干⋯⋯”起依法操作。

9.2.3 花生的提取(脂肪含， 15.0%-45.0%)

    试样去壳去皮粉碎后称取20. 0 g，加人250 mL具塞锥形瓶中，准确加人 100. 0 m1甲醇一水

(55+45)溶液和30 mL石油醚，盖塞后滴水封严。150 r/min振荡30 min。静置15 min后用快速定性

滤纸过滤于125 mL分液漏斗中。待分层后，放出下层甲醇一水溶液于100 mL烧杯中，从中取20. 0 mL

(相当于4. 0 g试样)置于另一125 mL分液漏斗中，加人20. 0 mL三氯甲烷，振摇2 min，静置分层(如

有乳化现象可滴加甲醇促使分层)，放出三氯甲烷于75 mL蒸发皿中。再加5.0 mL三抓甲烷于分液漏

斗中重复振摇提取后，放出三氯甲烷一并于蒸发皿中，以下按9. 2.1自“65℃水浴通风挥干⋯⋯”起依

法操作 。

9.2.4 植物油的提取

    用小烧杯称取4. 0 g试样，用20. 0 mL石油醚，将试样移于 125 mL分液漏斗中，用20. 0 mL甲

醇一水(55十45)溶液分次洗烧杯，溶液一并移于分液漏斗中(精炼油4. 0 g样为4. 525 mL，直接用移液

器加人分液漏斗，再加溶剂后振摇)，振摇2 min。静置分层后，放出下层甲醇一水溶液于75 m1蒸发皿

中，再用5.0 mL甲醇一水溶液重复振摇提取一次，提取液一并加人蒸发皿中，以下按9. 2.1自“65℃水

浴通风挥干⋯⋯”起依法操作。

  1)脂肪含量参照《食物成分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编著，1991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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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其他食 品的提取

    可按第一法5.2.1.1, 5.2.3, 5.2.4操作至“将蒸发皿放在通风橱内于65℃水浴上通风挥干”，以

下接9.2.1自“用2. 0 mL 20%甲醇-PBS分三次··一 ”起，依法操作。

9.3 间接竞争性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

9.3.1 包被微孔板:用AFB,-BSA人工抗原包被酶标板，150 pL/孔，4℃过夜。

9.3.2 抗体抗原反应:将黄曲霉毒素B纯化单克隆抗体稀释后分别

    a) 与等量不同浓度的黄曲霉毒素B,标准溶液用2 mL试管混合振荡后，4℃静置。此液用于制

        作黄曲霉毒素B，标准抑制曲线。

    b) 与等量试样提取液用2 mL试管混合振荡后，4℃静置。此液用于测定试样中黄曲霉毒素B

          含量 。

9.3.3 封闭:已包被的酶标板用洗液洗3次，每次3 min后，加封闭液封闭，250 IL/孔，置370C

下1 h,

9. 3.4 测定:酶标板洗3X3 min后，加抗体抗原反应液(在酶标板的适当孔位加抗体稀释液或Sp2/0

培养上清液作为阴性对照)130 pL/孔，370C, 2 h.酶标板洗3X3 min，加酶标二抗「1，200(体积分

数)]100 pL/孔，1 h,酶标板用洗液洗5X3 min。加底物溶液(10 mgOPD)加25 mL底物缓冲液加

37 IL 30% H,021 100 pL/孔，370C, 15 min，然后加2 mol/L H2SO4, 40 PL/孔，以终止显色反应，

酶标仪490 nm测出OD值

9.4 结果计算

    黄曲霉毒素B,的浓度按式(6)进行计算。

            黄曲霉毒素B,浓度‘ng/g，一X畏XDX六·····················⋯⋯‘6，
    式 中:

    。— 黄曲霉毒素B:含量，单位为纳克((ng)，对应标准曲线按数值插人法求;

    V,— 试样提取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

    V2— 滴加样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

    D- 稀释倍数;

    m— 试样质量，单位为克(9)。

    由于按标准曲线直接求得的黄曲霉毒素B,浓度(c,)的单位为纳克每毫升，而测孔中加人的试样提

取的体积为0. 065 mL，所以式((6)中

                                            c= 0. 065 mL X c,

    而V, =2 mL,认=0.065 mL, D=2, m一4g代人式(6)，则

黄曲霉毒素B，浓度(ng/g)一0.065Xc,X}2砚   X2X于一。,(ng/g)
                                                                                                    U 一 以 U 口 生

    所以，在对试样提取完全按本方法进行时，从标准曲线直接求得的数值‘,，即为所测试样中黄曲

霉毒素B,的浓度(ng/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