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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验证了应用免疫层析技术测定小麦、玉米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ＤＯＮ）、玉米赤霉烯酮（ＺＥＮ）和赭曲
霉毒素Ａ（ＯＴＡ）３种生物毒素的快速、定量测定方法。空白样品的添加回收试验结果为：小麦中ＤＯＮ、ＺＥＮ和ＯＴＡ的回
收率分别为８５．１％～９２．２％、８２．０％～８９．２％和７６．８％～８７．９％；玉米中ＤＯＮ、ＺＥＮ和ＯＴＡ的回收率分别为８８．Ｏ％～
９２．７％、８１．１％～８５．６％和８０．Ｏ％～９０．９％。与国家标准检测参考值相比．免疫层析快速法测定ＤＯＮ的百分比在８７．０％～
１０６．９％；ＺＥＮ的百分比为７６．５％～１２０．４％；ＯＴＡ的百分比为７９．２％～１１７．８％。结果表明，免疫层析快速定量测定法满足
了一般化学分析方法的要求，此外，该方法具备易于操作、仪器便于携带、操作快速、检测定量化、灵敏准确、重现性好等
优点，不仅适用于小麦、玉米农产品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玉米赤霉烯酮和赭曲霉毒素Ａ等生物毒素的现场检测。而且
非常适用于我国县级、乡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开展小麦和玉米生物毒素的快速定性、定量筛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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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Ｄｅｏｘｙｎｉｖａｌｅｎ０１．

ＺＥＮ和ＯＴＡ的理化方法有薄层色谱法（ＴＬＣ）、

ＤＯＮ）、玉米赤霉烯酮（Ｚｅａｒａｌｅｎｏｎｅ，ＺＥＮ）和赭

液相色谱法（ＨＰＬＣ）、气相色谱一质谱法（０２一

曲霉毒素Ａ（Ｏｃｈｒａｔｏｘｉｎ Ａ。ＯＴＡ）。是由镰刀菌、

ＭＳ）和酶联免疫吸附测定（ＥＬＩＳＡ）等。我国制

赭曲霉菌等真菌分泌产生的代谢产物．主要污染小

定的ＤＯＮ、ＺＥＮ和ＯＴＡ检测国家标准Ｉ¨１】规定采

麦、玉米等谷物产品。研究结果表明，食用ＤＯＮ

用免疫亲和柱净化。用高效液相色谱仪（ＨＰＬＣ）

污染的食物可导致人畜呕吐、腹泻等疾病【·￣２】，

或荧光分光光度计进行定量检测。生物毒素国家标

ＺＥＮ具有一定类雌激素作用．可能与性早熟和宫

准测定方法的共同点是：样品前处理过程中亲和柱

颈癌变有关［３１，ＯＴＡ可导致人和动物肾癌，已被国

净化时间长，成本高；最后定量过程需要ＨＰＬＣ精

际症研究所列为人类二级致癌物【４】。

密仪器。仪器昂贵。操作过程复杂、时间长。这些

近年来，小麦、玉米中ＤＯＮ、ＺＥＮ、ＯＴＡ的

方法无法满足现场检测的需要，同时不易被县、乡

污染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对其监管受到广泛重视。

等基层小型实验室的检测人员所掌握和应用。近年

世界上许多国家、国际和地区性组织如食品法典委

来．国内外对生物毒素快速测定方法的研究方兴未

员会、欧盟先后制定了此３种毒素限量标准【５吲。

艾．国内已有报道应用免疫层析法快速检测植物油

我国于２０１１年４月修订并颁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

中的黄曲霉毒素【ｌ习及玉米赤霉烯酮【１３】等方面的研

准．规定了ＤＯＮ、ＺＥＮ和ｏＴＡ在小麦和玉米中的

究。本研究旨在验证免疫层析法快速、定量检测小

最高限量分别为１ ０００

麦及玉米中ＤＯＮ、ＺＥＮ和ＯＴＡ的可行性和适用

ｐ，ｇ／ｋｇ、６０

ｐ．ｇ／ｋｇ和５斗ｇ／ｌ（妒。

目前检测小麦、玉米等食用农产品中的ＤＯＮ、

性．并将该方法与现行的国家标准方法进行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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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力图为开展小麦、玉米农产品现场检测，同时

提取液甲醇＋水（７０＋３０，ＶⅣ），用多功能旋转混

也为县、乡镇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等基层实验

合器混合１０ ｍｉｎ（或者用手剧烈振荡３ ｍｉｎ）．用

室开展生物毒素检测找到一种科学、简便、适用的

中速定性滤纸过滤．收集全部滤液。（２）免疫层析

检测方法。

法快速定量检测：前期操作方法同ＤＯＮ的试验方
法。该方法的定量限为３０ ｉ乩ｇ／ｋｇ，线性范围为

一、试验材料和方法

３０～５００ Ｉ上ｇ／ｋｇ，当测定值为５００斗ｇ／ｋｇ时，需要将

提取滤液用甲醇＋水（７０＋３０。ｖ／Ｖ）进行一定比
（一）试剂和材料ｉＣｈｅｃｋ脱氧雪腐镰刀菌烯

例的稀释再重新测定。（３）采用国家标准方法检

醇定量快检卡：由胶体金标记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测：取样品提取所得滤液１０ ｍＬ，用４０ ｍＬ甲醇＋

抗体的微孔、喷涂有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抗原测定

水（７０＋３０．Ｖ～）稀释．按照ＧＢ／Ｔ

线和鼠二抗参考线的测试卡和稀释缓冲液组成ｆ北

２００８规定进行检测和数据处理。

５００９．２０９—

京中检维康技术有限公司）。ｉＣｈｅｃｋ玉米赤霉烯酮

３．赭曲霉毒素Ａ测定及验证。（１）样品的提

定量快检卡：由胶体金标记玉米赤霉烯酮抗体的微

取：方法同玉米赤霉烯酮测定及验证中的样品提取

孔、喷涂有玉米赤霉烯酮抗原测定线和鼠二抗参考

方法。（２）免疫层析法快速定量检测：前期操作方

线的测试卡和稀释缓冲液组成（北京中检维康技术

法同ＤＯＮ的试验方法。该方法的定量限为

有限公司）。ｉＣｈｅｃｋ赭曲霉毒素Ａ定量快检卡：由

２．５１上ｇ／ｋｇ，线性范围为２．５～２０斗ｇ／ｋｇ，当测定值为

胶体金标记赭曲霉毒素Ａ抗体的微孔、喷涂有赭

２０¨ｇ／ｋｇ时，需要将提取滤液用甲醇＋水（７０＋３０，

曲霉毒素Ａ抗原测定线和鼠二抗参考线的测试卡

ＶⅣ）进行一定比例的稀释再重新测定。（３）采用

和稀释缓冲液组成（北京中检维康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标准方法检测：取样品提取中所得滤液

甲醇：色谱纯，美国ＦＩＳＨＥＲ公司；１．５

１０ｍＬ，用４０ｍＬ甲醇＋水（７０＋３０，ＶⅣ）稀释，按

ｐ，ｍ

玻璃纤维滤纸：美国ＶＩＣＡＭ公司。脱氧雪腐镰刀

照ＧＢ／Ｔ ２３５０２－－２００９规定进行检测和数据处理。

菌烯醇、玉米赤霉烯酮和赭曲霉毒素Ａ免疫亲和

二、结果和讨论
一、 ：口刁Ｅ，Ｉ．Ｈ ｐ＇Ｊ ｐ匕

柱：美国ＶＩＣＡＭ公司。
小麦和玉米为市场购得的粮食。
（二）仪器与设备ｉＣｈｅｃｋ食品安全定量快检

（一）ＤＯＮ、ＺＥＮ和ＯＴＡ测定方法的准确性

仪：Ｉ型。北京中检维康技术有限公司；高效液相色

和重复性试验在空白小麦、玉米样品中分别添加

谱仪配紫外和荧光检测器：ＬＣ一２０ＡＢ。岛津公司。

不同浓度水平的ＤｏＮ、殂Ｎ和０ＴＡ。按照免疫层

（三）试验方法

析快速定量检测法分别进行检测．以验证方法的准

１．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测定及验证。（１）样品

确性和重复性．在添加水平选择的过程中充分考虑

提取：称取５．０９样品于５０ ｍＬ离心管中，加入

到我国现有标准中ＤＯＮ、ＺＥＮ和ＯＴＡ的限量值，

２５．０

ｍＬ纯水．用多功能旋转混合器混合１０

ｍｉｎ

（或者用手剧烈振荡３ｍｉｎ）．用中速定性滤纸过滤，

以及快速检测方法的定量限。回收试验结果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小麦中ＤＯＮ在５００

ｉｘｇ／ｋｇ、

收集全部滤液。（２）免疫层析法快速定量检测：取

１ ０００

滤液３０¨Ｌ于抗体微孔中，加入１２０仙Ｌ稀释缓冲

收率分别为８７．２％、９２．２％和８５．１％，变异系数小于

液．用移液器吸打５次混匀．取ｌＯＯｐ．Ｌ加入到快

１４．７％；ＺＥＮ在３０

检卡样品孔中。室温放置１０ ｍｉｎ后，将快检卡插

个添加水平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８４．２％、８２．０％和

入定量快检仪中读数，即为样品实际浓度。该方法

８９．２％，变异系数小于９．８％：ＯＴＡ在２．５斗ｇ／ｋｇ、５

的定量限为５００ Ｉ出ｇ／ｋｇ．线性范围为５００～５

ＩＬＬｇ／ｋｇ和１５ ｉ山ｇ／ｋｇ ３个添加水平的平均回收率分别

ｐ，ｇ／ｋｇ，当测定值为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ｉ山ｇ／ｋｇ时，需要将提取滤

液用纯水进行一定比例的稀释再重新测定。（３）采

ｉｘｇ／ｋｇ和３ ０００斗ｇ／ｋ９３个添加水平的平均回

ｉ山ｇ／ｋｇ、６０

ｉ山ｇ／ｋｇ和３００

ｉ上ｇ／ｋｇ ３

为７６．８％、８２．０％和８７．９％．变异系数小于１２．８％。
玉米中ＤＯＮ在５００斗ｇ／ｋｇ、１

０００ ｔｘｇ／ｋｇ和

用国家标准方法检测：取样品提取中所得滤液１０

３ ０００

ｍＬ．用４０ｍＬ纯水稀释．按照ＧＢ／Ｔ

９０．９％、８８．０％和９２．７％，变异系数小于９．７％：

２３５０３－－２００９

ＺＥＮ在３０

规定进行检测和数据处理。
２．玉米赤霉烯酮测定及验证。（１）样品提取：
称取５．０ ｇ样品于５０ ｍＬ离心管中．加入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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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ｘｇ／ｋ９３个添加水平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ｍＬ

Ｉ出ｇ／ｋｇ、６０ Ｉ出ｇｉｋｇ和３００

ｏ，ｇ／ｋ９３个添加

水平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８１．１％、８４．５％和８５．６％。
变异系数小于１４．Ｏ％；ＯＴＡ在２．５斗ｇ／ｋｇ、５¨ｇ／ｋｇ和

表１

１５ ｌａ，ｇ／ｋｇ

不同添加水平的ＤＯＮ、ＺＥＮ和ＯＴＡ回收率试验结果

３个添加水平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８０．０％、

８７．６％和９０．９％．变异系数小于１４．８％。

验．两种方法的比对结果见表２。
以国家标准方法测定平均值作为参考值．运用

由此可见，小麦及玉米中ＤＯＮ、ＺＥＮ和ＯＴＡ

免疫层析快速法获得的测定平均值与参考值进行比

快速测定的准确性和重复性试验结果良好．满足一

较．发现两种不同方法测定３种生物毒素的平均值

般分析方法学的规定。

的相对相差在３．１％～２６．６％之间（见表２）．说明

（二）快速测定法与国家标准方法的对比试

两种方法的测定均值离散程度在合理范围内。如果

本文选取含有ＤＯＮ和ＺＥＮ的小麦和玉米实

以国家标准方法测定平均值作为参考值．以免疫层

际样品．分别采用免疫层析快速测定法和国家法定

析快速法获得的测定平均值与参考值相除．计算得

的标准方法【９￣－·１对样品进行测定．将国家标准方法

“百分比”．该结果可以更直观地说明免疫层析快速

的测定值作为参考值．由此进一步验证方法的科学

测定结果的偏离程度。由表２可以看出。与参考值相

性和适用性。选取小麦、玉米市售样品各３个，按

比．免疫层析快速法测定ＤＯＮ的百分比在８７．０％～

照国家标准方法和快速测定方法对小麦及玉米实际

１０６．９％：ＺＥＮ的百分比在７６．５％～１２０．４％：ＯＴＡ

样品进行检测。由于未采集到含有ＯＴＡ的小麦及

的百分比在７９．２％～１１７．８％。对比结果表明。免

玉米实际样品．因此采用添加样品进行方法比对试

疫层析快速法与国家标准方法偏离程度小。

验

万方数据

表２免疫层析快速测定法与国家标准方法测定结果比较

国家标准方法测定（斗ｇ／ｋｇ）
样品

毒素

测定值测定值
ｌ

平均值

２

免疫层析快速法测定（ｐ．ｇ／ｋｇ）
测定值测定值
１

平均值

平均值的

平均值

相对相差％

百分比％

２

玉米４号样
添加２．５ Ｉ山ｇ／ｋｇ
添加５ Ｉ山ｇ／ｋｇ
添加１０Ｉ－Ｌｇ／ｋｇ

ＯＴＡ

２．４

２．８

２．６

１．８

２．３

２．１

２１．３

８０．８

４．８

４．１

４．５

５．５

５．１

５．３

１６．３

１１７．８

９．０

９．１

９．１

１０．５

９．１

９．８

７．４

１０７．７

从表２可以看出．应用免疫层析快速法测定小

或抗体以条带状固定在膜上．再把胶体金标记试剂

麦、玉米实际样品中ＤＯＮ、ＺＥＮ和ＯＴＡ的结果

（抗体或单克隆抗体）吸附在结合垫上，当待检样

有高于采用国家标准测定结果的现象，其原因可能

本加到试纸条一端的样本垫上后．通过毛细作用向

是一方面由分析方法自身普遍存在的偶然误差造

前移动．溶解结合垫上的胶体金标记试剂后相互反

成；另一方面，实际样品中往往含有各化合物的衍

应．再移动至固定的抗原或抗体的区域时，未结合

生物或类似物。对检测造成了一定的干扰，如

的胶体金标记物又与固定在膜上的抗原发生特异性

ＤＯＮ常见的衍生物包括３一乙酰基一ＤＯＮ和１５－乙

结合而被截留．聚集在检测带上，可通过显像仪观

酰基一ＤＯＮ．ＺＥＮ结构类似物有仅一玉米赤酶烯

察到显色结果．通过对比显色结果进行定性、定量

醇、Ｂ一玉米赤霉烯醇和玉米赤霉醇等。鲍蕾【１３１等

检测。本文研究发现免疫层析快速法测定小麦、玉

学者在研究免疫层析法检测植物油实际样品中玉米

米中生物毒素的方法具备易于操作、仪器便于携

赤霉烯酮的过程中．发现免疫层析法测定结果普遍

带、操作快速、检测定量化、灵敏准确、重现性好

高于国家标准规定的方法。衍生物或类似物对免疫

等优点。不仅适用于小麦、玉米农产品中生物毒素

层析检测法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并确认。

的现场检测。而且非常适用于我国县级、乡镇级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开展小麦和玉米生物毒素的快

三、结论

速定性、定量筛查工作。
参考文献

免疫层析快速测定生物毒素法是免疫学方法和
胶体金技术、薄层色谱技术、显色成像技术有机的
结合。其基本原理是：将生物毒素的特异性的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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