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途 

该诊断试剂盒作为确认检测用于检测马血清中

抗马动脉炎病毒（EAV）抗体和血浆样本。 

概述和原理 

偶数列由特异性马动脉炎病毒（EVA）包被，

奇数列不作包被。 

在反应板偶数列和奇数列微孔加入待测样本和

对照。如存在抗马动脉炎病毒抗体，将形成抗

原抗体复合物。 

加入抗马 IgG 辣根过氧化物酶（HRP）标记抗

体，酶标抗体与抗马动脉炎病毒抗体结合形成

抗原-抗体-酶标抗体复合物。 

洗涤去除过量酶标抗体后，加入底物溶液

（TMB）。 

显色反应取决于待测样本中特异性抗体的量： 

- 存在抗体时将看到蓝色，加入终止液后

变成黄色。 

- 不存在抗体时，没有显色反应。 

在 450nm 波长处读取反应板。 

试剂盒组成 

试剂* 

（偶数列）包被特异性马动脉炎病毒的反应板 

浓缩酶标抗体 (10X) 

阳性对照 

阴性对照 

2 号缓冲稀释液 

3 号缓冲稀释液 

浓缩洗液(20X) 

底物溶液 

终止液 (0.5 M)  

* 试剂盒标签上可见所含试剂数量。 

1. 酶标抗体、对照和底物溶液必须储存在 5°C  
(± 3°C)。 

2. 其他试剂可以储存在 +2°C 至 +26°C。 

3. 对于已开封和/或已稀释试剂的详细保存条件，

请 参 考  www.innovative-diagnostics.com/storage-

conditions/。 

4. 洗液和终止液可通用于全部 IDvet 产品系 列。

相同批号的底物溶液和缓冲稀释液可互换使用。 

自备器材 

1. 可移液体积为10µl，100µl和500µl 单道移液

器或多道移液器 

2. 一次性移液器吸头 

3. 96孔稀释板 

4. 蒸馏水或双蒸水 

5. 手动或自动洗板系统 

6. 96孔酶标仪 

 

注意事项 
1. 不能经口移液。 

2. 含有对皮肤和眼睛有害成分，如直接接触皮肤

可造成过敏。避免直接接触皮肤和眼睛。使用

防护实验服，单向手套和护目镜。吞食终止液

（0.5 M酸）可能对人体有害。 

3. 请勿将底物溶液暴露在强光下或氧化剂中。 

4. 所有废弃物在丢弃前应按当地法规进行适当处

理。 

材料安全数据表可根据要求提供，以获得更多详细

信息作为参考。 

样本准备 

为了避免样本之间孵育时间存在差异，可将待测样

本和对照先置于 96 孔稀释板，再使用多通道移液

器将它们转移到 ELISA 反应板。 

洗液准备 

如有必要，可将浓缩洗液（20X）于室温下充分混

合，以确保浓缩洗液（20X）完全溶解。 

使用蒸馏水/去离子水将浓缩洗液液（20X）稀释

20 倍，制成洗液（1X）。 

洗板的质量可能会影响结果。确保多次洗板之间的

微孔完全清空。如果使用洗板机，正确地设置机器

参数（模式、吸取类型、吸取高度）极为重要。可

通 过  info@innovative-diagnostics.com 索 取

“IDvet 洗板指南” 以获得更多信。 

操作步骤 
所有试剂使用前恢复至室温 (21 ±5°C)，轻摇颠倒

或震荡混合均匀。 

注意：这是一个确认检测。每个样本和对照必须在

相邻的偶数孔和奇数孔各加一次。 

1. 在 ELISA 反应板上 

- 在所有孔中加入 90 µl 2 号缓冲稀释液。 

- 在 A1 和 B1 孔中加入 10 µl 阳性对照。 

- 在 C1 和 D1 孔中加入 10 µl 阴性对照。 

- 在剩余孔中加入 10 µl 待测样本。 

2. 盖住反应板，在 37°C (±3°C)孵育 45 分钟  

± 5 分钟。 

3. 弃去孔中液体。使用至少 300 µl 洗液（1X）洗

板 3 次。洗板间隔应避免微孔干燥。 

4. 使用 3 号缓冲稀释液将浓缩酶标抗体 (10X) 稀
释 10 倍为酶标抗体 (1X)。 

5. 每孔加入 100 µl 酶标抗体(1X)。 

6. 盖住反应板，在 21°C (± 5°C)孵育 30 分钟  

± 3 分钟。 

7. 弃去孔中液体。使用至少 300 µl 洗液（1X）洗

板 3 次。洗板间隔应避免微孔干燥。 

8. 每孔加入 100 µl 底物溶液。 

9. 盖住反应板，在 21°C (± 5°C)避光孵育 15 分

钟 ± 2 分钟。 

10. 每孔加入 100 µl 终止液以终止反应，终止液应

按照步骤 8 中相同的顺序添加。 

11. 在 450nm 波长处读取和记录吸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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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有效性 
计算净 OD结果（用于验证结果有效性和数据判

读）： 

净 𝐎𝐎𝐎𝐎 =  𝐎𝐎𝐎𝐎偶数孔  −  𝐎𝐎𝐎𝐎奇数孔 

满足以下条件时试验成立： 

  阳性对照的平均净吸光值大于 0.350 

𝐧𝐧𝐧𝐧𝐧𝐧 𝐎𝐎𝐎𝐎𝐏𝐏𝐏𝐏 > 𝟎𝟎.𝟑𝟑𝟑𝟑𝟎𝟎 

 阳性对照平均净吸光值和阴性对照平均净

吸光值（net ODPC 和 net ODNC）的比值大

于 3。此公式使用阴性对照净吸光值的绝对

值。 

𝐧𝐧𝐧𝐧𝐧𝐧 𝐎𝐎𝐎𝐎𝐏𝐏𝐏𝐏/|𝐧𝐧𝐧𝐧𝐧𝐧 𝐎𝐎𝐎𝐎𝐍𝐍𝐏𝐏| > 𝟑𝟑 

 

结果判读 
计算每个样本的 S/P 值： 

𝐒𝐒/𝐏𝐏% =
净𝐎𝐎𝐎𝐎样本

净 𝐎𝐎𝐎𝐎𝐏𝐏𝐏𝐏
 𝐱𝐱 𝟏𝟏𝟎𝟎𝟎𝟎 

样本所呈现的 S/P (S/P %):  

- 小于或等于 50% 视为阴性。 

- 介于 50%和 60% 视为可疑。 

- 大于 60 % 视为阳性。 

注 1: 如样本对照孔 OD（偶数列）数值大于阳性

对照（ODPC）数值，结果无效。 

注 2: IDSoftTM 数据分析软件可免费获得，更多信息

请 联 系 support.software@innovative-
diagnostics.com 
该软件程序可以计算许多参数（验证标准、S/P 或

S/N 值、滴度值、免疫日龄、滴度组等），并提供

被测动物血清学特征的图形表示。 

 

结果 状态 

S/P % ≤ 50% 阴性 

50% < S/P % ≤ 60% 可疑 

S/P % > 60%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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