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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微生物（蟲子）都需要水的存在才能在燃油系統中
生長和繁殖。因此，微生物通常生活在油箱內的底部水
（「水相」）和燃油/水介面中，以燃油為食並利用水中
的養分生長。為了最準確地確定燃油系統內的微生物污
染，建議至少對燃油箱中的一些水相進行測試。如果您
進行定期排水，強烈建議在處置前測試從水箱中排出的
水樣品。  
在燃油相中，可用於維持微生物群落生長的懸浮水量可
能有限，對於航空燃料尤其如此。純燃油樣品（沒有從
油箱中收集到游離水相）本質上是異質的，這意味著整
個樣品中存在不同水平的懸浮水和微生物。當從同一個
油箱中抽取多個純燃油樣品時，這會導致不同的結果。
因此，純燃油樣品不太可能代表實際油箱狀況，因為在
大多數情況下，油箱內某處會出現游離水相、水袋或冷
凝。 

該FUELSTAT®試劑盒用於檢測航空燃料、柴油和 
其他中間餾分燃料中的微生物污染。

該測試基於抗體免疫分析技術，該技術可透過簡單，快速的測試
檢測特定的可降解燃料的微生物，並在15分鐘內就可得出結果。

每個熱封箔袋均內含： 

 � 測試板：塑膠底座，貼有6個橫向流動裝置

 � 測試瓶：175Ml塑膠瓶，配平蓋和「滴管
蓋」， 
裝3.0ml樣品提取液

 � 一次性塑膠注射器、提取管和酒精擦拭布

 � 說明書

 � 注意：免費的FUELSTAT®Result應用程式也可用於數位
驗證和測試結果分享（第3頁）

該測試採用了6種裝置，用於測量在航空燃料、柴油和 
其他中間餾分燃料類型中生長的、有可能阻塞和損壞 
燃料系統的紅葉油菌（H.res）、細菌和真菌的高低污染
水準。 

每個裝置都包含一個樣
品槽和觀察窗。測試線
（T）顯示結果，控制
線（C）確認每個裝置
測試的有效性。

說明說明

觀察觀察窗窗

控制線控制線 測試線測試線

樣品槽樣品槽

FILL WITH WATER TO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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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L WITH FUEL TO LINE

蓋蓋

燃油/水混燃油/水混
合物樣品的合物樣品的
燃油加注燃油加注

頂部頂部

滴管滴管

藍色提取液藍色提取液

自由水相自由水相

測試瓶：測試瓶：

樣品製備建議樣品製備建議
微生物測試幾乎與已採集的樣品一樣好。建議遵循行業
標準和指導，例如ASTM D7464和ASTM D6469。

從任何油箱或燃油輸送系統的最低點取樣。這最有可能
產生最具代表性的微生物污染結果。 

務必要使用乾淨的採樣容器*，以最大程度地減少交叉污
染的風險。如果對多個樣品使用相同的採樣裝置，則在
重複使用前，應使用濃度不少於70%的酒精擦拭布（或其
他滅菌方法）清潔所用的每個物品，並在晾乾後使用。

*HDPE採樣容器是行業標準

要執行FUELSTAT®測試，您至少需要200ml樣品，但建議
使用1升樣品來更好地代表燃油系統的狀況。

重要：重要：
  �� 如可能，測試從油箱所取樣品的自由水相。測試自由水如可能，測試從油箱所取樣品的自由水相。測試自由水
相比測試油相提供的結果更準確。相比測試油相提供的結果更準確。

  �� ASTM D6469強調，理想情況下，所有測試均應在抽取樣ASTM D6469強調，理想情況下，所有測試均應在抽取樣
品後的幾分鐘內在測試現場完成；如果不可能，用於微品後的幾分鐘內在測試現場完成；如果不可能，用於微
生物測試的樣品應放在冰上運輸，且測試應在採樣後4生物測試的樣品應放在冰上運輸，且測試應在採樣後4
小時內進行，且不得遲於採樣後24小時內進行小時內進行，且不得遲於採樣後24小時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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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二維碼觀看指
導動畫視訊或瀏覽
conidia.com執行測試執行測試

使用70%的酒精擦拭布清潔樣品裝置並使
其乾燥。隨身攜帶FUELSTAT®試劑盒中的
物品。處理燃料時，請穿戴正確的個人
防護裝備，包括丁腈手套和護目鏡。

按照OEM和行業準則，從油箱的最低點
抽取1升1升樣品（請參閱第1頁的採樣建
議）

用旋轉運動攪動樣品，靜置12-15分靜置12-15分
鐘。鐘。狀態穩定後，是否有游離水？

自由水相測試
最少的自由水相和 
油相測試

油相測試

如果樣品中有足夠的自由水，則將自由
水注入FUELSTAT®測試瓶中，達到標有
「水位線水位線」的下線

如果在注入FUELSTAT®測試瓶時有可見
的自由水，但不足以達到「水位線水位線」， 
請繼續從靠近樣品底部但不超過標有 
「燃料線燃料線」的頂線位置注入燃料

如果樣品中沒有可見的自由水，則
將注射器燃料從樣品底部附近注入
FUELSTAT®測試瓶，直至標有「燃料燃料
線線」的頂線

對於所有類型的測試，固定滴管蓋， 
用力搖晃樣品5秒用力搖晃樣品5秒

將測試瓶倒轉45°，讓藍色液體沉澱
在瓶的肩部。注意：對於自由水相，
僅測試藍色液體不會分離出來

將瓶子完全倒轉，並讓4滴液滴灑在紙
巾上，以清除滴管嘴中任何積聚的燃
料沉積物，請勿將瓶直立請勿將瓶直立

小心地讓4滴藍色液體滴入測試板上的6讓4滴藍色液體滴入測試板上的6
個圓形孔中的每一個孔中個圓形孔中的每一個孔中，以確保沒有
樣品溢出到觀察窗中

保持瓶子倒置，以防可能需要滴出額
外的液體。如果在此過程的任何階段
將瓶子直立，請務必返回第5步

將FUELSTAT°測試板放在平坦的表面
上10-15分。10-15分。在6個觀察窗的左側，應
顯示一條深紅色的「控制線」。這表
明測試工作正常

11 3322

44

55 7766

1升樣品

88 101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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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取結果讀取結果

如果所有 6 條「控制線」都可見，則可以解釋測試結果。將樣品液放入樣品孔後 15-30 分鐘內讀取結果。如
何手動解釋測試如下所示，試劑盒中包含的視覺記分卡可用於協助確定線條的存在/強度:

可以略過的結果可以略過的結果
可以略過的污染可以略過的污染

如果6條控制線和6條測試線全都可見，則這一結果可以略
過，不需要採取行動。

這意味著要麼沒有污染，要麼，如果有污染，污染水準非
常低，不需要採取任何行動。

低陽性結果低陽性結果
中度污染中度污染

如果少了1條低測試線，則真菌區域這裡的測試線是不可見
的，這是一個低陽性結果。

這意味著存在污染，應採取措施-請參閱OEM手冊和行業指
南。

高陽性結果高陽性結果
重度污染重度污染

如果有2條或更多的低測試線（位於測試板右側）*或任何
高測試線（位於測試板左側）不可見，則說明是一個高陽
性結果。

*注意：當獲得2個或更多低陽性結果時，總的污染量等於
總的污染水準。

這意味著存在更高的污染水準，應採取緊急措施-請參閱
OEM手冊和行業指南

測試無效測試無效

如果這6個裝置中沒有任何可見的控制線，那麼測試是無效
的，必須使用新試劑盒重新做測試。

即使有與‘T’（測試線）相對的線也要重新測試。

1111

用於數位結果驗證的FUELSTAT®RESULT應用程式用於數位結果驗證的FUELSTAT®RESULT應用程式
FUELSTAT® Plus附帶免費免費應用程式，可在測試
完成後立即驗證結果。它在iOS和Android上 
可用。

該應用程式含視頻分步說明，可指導您完成所
有 1-11 步驟，並使用可列印和共用的 PDF 報
告驗證結果。

要立即下載並驗證您的測試，請掃描二維碼 
或造訪Google Play或Apple App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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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資訊附加資訊

儲存、穩定性和回收儲存、穩定性和回收
貯存條件： 貯存條件： 

為了避免在較高的環境溫度下變質，貯存溫度為10°C至
30°C，試劑盒可以短期存放在冰箱中，但在使用前應置
於室溫下。超過規定有效期後不得使用。不建議長期冷凍

合適的包裝： 合適的包裝： 

只能儲存在原包裝中

運輸類別： 運輸類別： 

本產品運輸不需要分類

回收：回收：

提請使用者注意可能存在關於燃料樣品的處理和試劑盒
元件回收能力的區域或國家規定，大多數試劑盒元件可
以回收。

材料資料材料資料
要獲得完整的MSDS文件，請瀏覽：www.conidia.comwww.conidia.com

FUELSTAT®測試板：FUELSTAT®測試板：

每個測試帶由硝化棉膜、襯卡、樣品墊、結合墊和吸收
墊組成。硝化棉膜、結合墊和樣品墊含有疊氮化鈉儲存
的乾燥化學物和生物物質

提取緩衝液：提取緩衝液：

化學成分：在無害的食用染料著色的水中溶解無害鹽組
成的混合物。使用ProClin 950儲存，濃度為0.06%，在
這些濃度下無害。ProClin 950的有效成分為2-Methyl-
4-isothiazolin-3-one (MIT)（CAS-編號：2682-20-4） 
9.5-9.9%的溶液

危險成分：沒有任何成分的濃度高至需要進行危險分類

產品進口代碼：產品進口代碼：

 � 商品代碼：38220000

 � HTS代碼：9031.80.8085

警告和預防措施警告和預防措施
在按照健康和安全程序處理燃料或其他危險物質時應謹慎

 � 每個測試板都是一次性的。只能使用一次

 � 鋁箔包裝中的測試板在使用前應保持密封。一旦鋁箔包
裝被開啟，則不保證裝置的保質期。應儘快使用

 � 不得觸摸測試裝置的觀察窗

 � 始終保持測試板乾燥。如果任何裝置變潮，不得使用如果任何裝置變潮，不得使用

 � 如果測試板出現損壞、劃痕或以任何方式標記，請聯絡
Conidia Bioscience

注意：最好在將樣品液放入樣品孔後的15-30分鐘內讀取注意：最好在將樣品液放入樣品孔後的15-30分鐘內讀取
結果。FUELSTAT®使用的側向流動裝置對光以及與其他液結果。FUELSTAT®使用的側向流動裝置對光以及與其他液
體的相互作用敏感。為了保持測試的讀取狀態，應保護體的相互作用敏感。為了保持測試的讀取狀態，應保護
測試板免受任何光線和其他污染物的侵害，最好是放在測試板免受任何光線和其他污染物的侵害，最好是放在
其原始鋁箔包裝中。隨著時間的流逝，測試條外觀改變其原始鋁箔包裝中。隨著時間的流逝，測試條外觀改變
的風險會增加的風險會增加

結果限制行業指南結果限制行業指南
相相 目標抗原限值目標抗原限值 警報等級警報等級
燃料 高達150 μg/L

微不足道微不足道水 高達33 μg/ml

燃料 150-750 μg/L之間
適中適中水 33-166 μg/ml之間

燃料 大於750 μg/L
高高水 大於166 μg/ml

故障排除故障排除
問題問題 原因/解決辦法原因/解決辦法
瓶子不滴液 樣品中的顆粒物質可能堵塞滴管嘴。再

次搖晃瓶子，讓其沉澱，然後輕輕擠壓
瓶子直到液滴出現

無藍色染料流動 再滴一滴，每次一滴，直至流動

看不到控制線 樣品新增過多或燃料浸沒裝置及試劑盒
浸沒。用新測試板重新測試。流動組
件暴露在潮濕環境中。用新測試板重新
測試

淡紅色測試線 樣品中污染物含量低或流動不均勻。這
可能是由於樣品新增不足或樣品混合不
夠充分。如果測試線非常模糊，似乎是
陰影，只有近距離才看得見，那麼應該
視測試結果為陽性

控制和測試線是
藍色的

提取液未與燃料/水樣品正確混合，或
燃料/水加入樣品槽。用新測試板重新
測試

裝置或瓶子受損 聯絡Conidia Bioscience。請註明批號
供參考

樣品加入前 
出現線

測試裝置變潮。用新測試板重新測試

產品支援產品支援
網站上提供了全面的支援資訊和視訊說明： 
www.conidia.comwww.conidia.com

如果您對FUELSTAT®測試還有其他技術方面的疑問， 
請聯絡：info@conidia.cominfo@coni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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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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