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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微生物（虫子）都需要水的存在才能在燃油系统中
生长和繁殖。因此，微生物通常生活在油箱内的底部水
（“水相”）和燃油/水界面中，以燃油为食并利用水中
的养分生长。为了最准确地确定燃油系统内的微生物污
染，建议至少对燃油箱中的一些水相进行测试。如果您
进行定期排水，强烈建议在处置前测试从水箱中排出的
水样品。 

在燃油相中，可用于维持微生物群落生长的悬浮水量可
能有限，对于航空燃料尤其如此。纯燃油样品（没有从
油箱中收集到游离水相）本质上是异质的，这意味着整
个样品中存在不同水平的悬浮水和微生物。当从同一个
油箱中抽取多个纯燃油样品时，这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因此，纯燃油样品不太可能代表实际油箱状况，因为在
大多数情况下，油箱内某处会出现游离水相、水袋或冷
凝。  

该FUELSTAT®试剂盒用于检测航空燃料、柴油和
其他中间馏分燃料中的微生物污染。

该测试基于抗体免疫分析技术，该技术可通过简单，快速的测试
检测特定的可降解燃料的微生物，并在15分钟内就可得出结果。

每个热封箔袋均内含： 

 � 测试板：塑料底座，贴有6个横向流动装置

 � 测试瓶：175Ml塑料瓶， 配平盖和“滴管
盖”， 
装3.0ml样品提取液

 � 一次性塑料注射器、提取管和酒精擦拭布

 � 说明书

 � 注意：免费的FUELSTAT®Result应用程序也可用于数字
验证和测试结果分享（第3页）

该测试采用了6种装置，用于测量在航空燃料、柴油和 
其他中间馏分燃料类型中生长的、有可能阻塞和损坏 
燃料系统的红叶油菌（H.res）、细菌和真菌的高低污染
水平。 

每个装置都包含一个样
品槽和观察窗。测试线
（T）显示结果，控制
线（C）确认每个装置
测试的有效性。

说明说明

观察观察窗窗

控制线控制线 测试线测试线

样品槽样品槽

FILL WITH WATER TO LINE

FUELSTAT Sample Extraction Buffer
Part No: KA/MD - 175

FILL WITH FUEL TO LINE

盖盖

燃油/水混燃油/水混
合物样品的合物样品的
燃油加注燃油加注

顶部顶部

滴管滴管

蓝色提取液蓝色提取液

自由水相自由水相

测试瓶：测试瓶：

样品制备建议样品制备建议
微生物测试几乎与已采集的样品一样好。建议遵循行业
标准和指导，例如ASTM D7464和ASTM D6469。

从任何油箱或燃油输送系统的最低点取样。这最有可能
产生最具代表性的微生物污染结果。 

务必要使用干净的采样容器*，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交叉污
染的风险。如果对多个样品使用相同的采样装置，则在
重复使用前，应使用浓度不少于70%的酒精擦拭布（或其
他灭菌方法）清洁所用的每个物品，并在晾干后使用。

*HDPE采样容器是行业标准

要执行FUELSTAT®测试，您至少需要200ml样品，但建议
使用1升样品来更好地代表燃油系统的状况。

重要：重要：
  �� 如可能，测试从油箱所取样品的自由水相。测试自由水如可能，测试从油箱所取样品的自由水相。测试自由水
相比测试油相提供的结果更准确。相比测试油相提供的结果更准确。

  �� ASTM D6469强调，理想情况下，所有测试均应在抽取样ASTM D6469强调，理想情况下，所有测试均应在抽取样
品后的几分钟内在测试现场完成；如果不可能，用于微品后的几分钟内在测试现场完成；如果不可能，用于微
生物测试的样品应放在冰上运输，且测试应在采样后4生物测试的样品应放在冰上运输，且测试应在采样后4
小时内进行，且不得迟于采样后24小时内进行小时内进行，且不得迟于采样后24小时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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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观看指
导动画视频或访问
conidia.com执行测试执行测试

使用70%的酒精擦拭布清洁样品装置
并使其干燥。随身携带FUELSTAT®试
剂盒中的物品。处理燃料时，请穿戴
正确的个人防护装备，包括丁腈手套
和护目镜。

按照OEM和行业准则，从油箱的最低
点抽取1升1升样品（请参阅第1页的采样
建议）

用旋转运动搅动样品，静置12-15分静置12-15分
钟。钟。状态稳定后，是否有游离水？

自由水相测试
最少的自由水相和 
油相测试

油相测试

如果样品中有足够的自由水，则将自
由水注入FUELSTAT®测试瓶中，达到
标有“水位线水位线”的下线

如果在注入FUELSTAT®测试瓶时有可
见的自由水，但不足以达到“水位水位
线线”，请继续从靠近样品底部但不
超过标有“燃料线燃料线”的顶线位置注
入燃料

如果样品中没有可见的自由水，则
将注射器燃料从样品底部附近注入
FUELSTAT®测试瓶，直至标有“燃料燃料
线线”的顶线

对于所有类型的测试，固定滴管盖，
用力摇晃样品5秒用力摇晃样品5秒

将测试瓶倒转45°，让蓝色液体沉淀
在瓶的肩部。注意：对于自由水相，
仅测试蓝色液体不会分离出来

将瓶子完全倒转，并让4滴液滴洒在
纸巾上，以清除滴管嘴中任何积聚的
燃料沉积物，不要将瓶直立不要将瓶直立

小心地让4滴蓝色液体滴入测试板上让4滴蓝色液体滴入测试板上
的6个圆形孔中的每一个孔中的6个圆形孔中的每一个孔中，以确
保没有样品溢出到观察窗中

保持瓶子倒置，以防可能需要滴出额
外的液体。如果在此过程的任何阶段
将瓶子直立，请务必返回第5步

将FUELSTAT°测试板放在平坦的表面
上10-15分钟。10-15分钟。在6个观察窗的左侧，
应显示一条深红色的“控制线”。这
表明测试工作正常

11 3322

44

55 7766

1升样品

88 10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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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结果读取结果

如果所有 6 条“控制线”都可见，则可以解释测试结果。将样品液放入样品孔后 15-30 分钟内读取结果。如
何手动解释测试如下所示，试剂盒中包含的视觉记分卡可用于帮助确定线条的存在/强度：

可以忽略的结果可以忽略的结果
可以忽略的污染可以忽略的污染

如果6条控制线和6条测试线全都可见，则这一结果可以忽
略，不需要采取行动。

这意味着要么没有污染，要么，如果有污染，污染水平非
常低，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

低阳性结果低阳性结果
中度污染中度污染

如果少了1条低测试线，则真菌区域这里的测试线是不可见
的，这是一个低阳性结果。

这意味着存在污染，应采取措施-请参阅OEM手册和行业指
南。

高阳性结果高阳性结果
重度污染重度污染

如果有2条或更多的低测试线（位于测试板右侧）*或任何
高测试线（位于测试板左侧）不可见，则说明是一个高阳
性结果。

*注意：当获得2个或更多低阳性结果时，总的污染量等于
总的污染水平。

这意味着存在更高的污染水平，应采取紧急措施-请参阅
OEM手册和行业指南

测试无效测试无效

如果这6个装置中没有任何可见的控制线，那么测试是无效
的，必须使用新试剂盒重新做测试。

即使有与‘T’（测试线）相对的线也要重新测试。

1111

用于数字结果验证的FUELSTAT®RESULT应用程序用于数字结果验证的FUELSTAT®RESULT应用程序
FUELSTAT® Plus附带免费免费应用程序，可在测试
完成后立即验证结果。它在iOS和Android上可
用。

该应用程序包含视频分步说明，可指导您完成
所有 1-11 步骤，并使用可打印和共享的 PDF 
报告验证结果。

要立即下载并验证您的测试，请扫描二维码或
访问Google Play或Apple App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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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信息附加信息

储存、稳定性和回收储存、稳定性和回收
贮存条件： 贮存条件： 

为了避免在较高的环境温度下变质，贮存温度为10°C至
30°C，试剂盒可以短期存放在冰箱中，但在使用前应置
于室温下。超过规定有效期后不得使用。不建议长期冷
冻

合适的包装： 合适的包装： 

只能保存在原包装中

运输类别： 运输类别： 

本产品运输不需要分类

回收：回收：

提请用户注意可能存在关于燃料样品的处理和试剂盒组
件回收能力的区域或国家规定，大多数试剂盒组件可以
回收。

材料数据材料数据
要获取完整的MSDS文档，请访问：www.conidia.comwww.conidia.com

FUELSTAT®测试板：FUELSTAT®测试板：

每个测试带由硝化棉膜、衬卡、样品垫、结合垫和吸收
垫组成。硝化棉膜、结合垫和样品垫含有叠氮化钠保存
的干燥化学物和生物物质

提取缓冲液：提取缓冲液：

化学成分：在无害的食用染料着色的水中溶解无害盐组
成的混合物。使用ProClin 950保存，浓度为0.06%，在
这些浓度下无害。ProClin 950的有效成分为2-Methyl-
4-isothiazolin-3-one (MIT)（CAS-编号：2682-20-4） 
9.5-9.9%的溶液

危险成分：没有任何成分的浓度高至需要进行危险分类

产品进口代码：产品进口代码：

 � 商品代码：38220000

 � HTS代码：9031.80.8085

警告和预防措施警告和预防措施
在按照健康和安全规程处理燃料或其他危险物质时应谨慎

 � 每个测试板都是一次性的。只能使用一次

 � 铝箔包装中的测试板在使用前应保持密封。一旦铝箔包
装被打开，则不保证设备的保质期。应尽快使用

 � 不得触摸测试装置的观察窗

 � 始终保持测试板干燥。如果任何装置变潮，不得使用如果任何装置变潮，不得使用

 � 如果测试板出现损坏、划痕或以任何方式标记，请联系
Conidia Bioscience

注意：最好在将样品液放入样品孔后的15-30分钟内读取注意：最好在将样品液放入样品孔后的15-30分钟内读取
结果。FUELSTAT®使用的侧向流动装置对光以及与其他液结果。FUELSTAT®使用的侧向流动装置对光以及与其他液
体的相互作用敏感。为了保持测试的读取状态，应保护体的相互作用敏感。为了保持测试的读取状态，应保护
测试板免受任何光线和其他污染物的侵害，最好是放在测试板免受任何光线和其他污染物的侵害，最好是放在
其原始铝箔包装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测试条外观改变其原始铝箔包装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测试条外观改变
的风险会增加的风险会增加

结果限制行业指南结果限制行业指南
相相 目标抗原限值目标抗原限值 警报级别警报级别
燃料 高达150 μg/L

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水 高达33 μg/ml

燃料 150-750 μg/L之间
适中适中水 33-166 μg/ml之间

燃料 大于750 μg/L
高高水 大于166 μg/ml

故障排除故障排除
问题问题 原因/解决办法原因/解决办法
瓶子不滴液 样品中的颗粒物质可能堵塞滴管嘴。再

次摇晃瓶子，让其沉淀，然后轻轻挤压
瓶子直到液滴出现

无蓝色染料流
动

再滴一滴，每次一滴，直至流动

看不到控制线 样品添加过多或燃料浸没装置及试剂盒
浸没。用新测试板重新测试。流动组件
暴露在潮湿环境中。用新测试板重新测
试

淡红色测试线 样品中污染物含量低或流动不均匀。这
可能是由于样品添加不足或样品混合不
够充分。如果测试线非常模糊，似乎是
阴影，只有近距离才看得见，那么应该
视测试结果为阳性

控制和测试线
是蓝色的

提取液未与燃料/水样品正确混合，或燃
料/水加入样品槽。用新测试板重新测试

装置或瓶子受
损

联系Conidia Bioscience。请注明批号
供参考

样品加入前 
出现线

测试装置变潮。用新测试板重新测试

产品支持产品支持
网站上提供了全面的支持信息和视频说明： 
www.conidia.comwww.conidia.com

如果您对FUELSTAT®测试还有其他技术方面的疑问， 
请联系：info@conidia.cominfo@conidia.com

FUELSTAT® 说明书 INS201-6.0-CN - 第4页

Conidia Bioscience Ltd

Bakeham Lane, Egham, 
Surrey, TW20 9TY, UK
+44 (0)1491 829102
info@conidia.com

Conidia Bioscience Inc

15 Briarwood Ln, Dover, 
NH, 03820, USA
+1 844 438 3578

info@conidia.comWWW.CONID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