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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管式 (RTF) 测定试剂盒 - 使用说明 

预期用途 

每个 Accellix RTF 测定试剂盒包括一个微流体芯片和集成化稳定干燥试剂，用于在 Accellix 平台 

（一个台式流式细胞仪系统）上对各种细胞表面标记物进行表型分析。 

 

适用产品 

 

产品 

目录号 

测定试 

剂盒名称 

描述 内含成分 

A1000-1L T 细胞 RTF 

测定试剂

盒 (L) 

完整 T 细胞组合检测，含有裂解

缓冲液，用于单采或需要 RBC 裂

解的样本 

CD45-AF488、CD3-PECy5、CD4-PE、 

CD8-PED594、DiYO-3 活力、对照微珠 

A1000-1NL T 细胞 RTF 

测定试剂

盒 (NL) 

完整 T 细胞组合检测，含非裂解

缓冲液，用于纯化细胞或药品 

CD45-AF488、CD3-PECy5、CD4-PE、 

CD8-PED594、DiYO-3 活力、对照微珠 

A1002-4L 

 

TBNK RTF 

测定试剂

盒 (L) 

 

基本淋巴细胞亚群组合检测，含

有裂解缓冲液，用于单采或需要 

RBC 裂解的样本 

CD45-PECy7、CD3-PECy5、CD14-PED594、

CD19-PE、CD56-AF488、DiYO-3 活力、 

对照微珠 

A1002-4NL TBNK RTF 

测定试剂

盒 (NL) 

基本淋巴细胞亚群组合检测，含

非裂解缓冲液，用于纯化细胞或

药品 

CD45-PECy7、CD3-PECy5、CD14-PED594、

CD19-PE、CD56-AF488、DiYO-3 活力、 

对照微珠 

A1003-1L TBNK-16 

RTF 测定试

剂盒 (L) 

扩展淋巴细胞亚群组合检测，含

有 CD16 抗体和裂解缓冲液，用于

单采或需要 RBC 裂解的样本 

CD45-PECy7、CD3-PECy5、CD14-PED594、

CD16-AF488、CD19-PE、CD56-AF488、

DiYO-3 活力、对照微珠 

A1003-1NL TBNK-16 

RTF 测定试

剂盒 (NL) 

扩展淋巴细胞亚群组合检测，含

有 CD16 抗体，含非裂解缓冲液，

用于纯化细胞或药品 

CD45-PECy7、CD3-PECy5、CD14-PED594、

CD16-AF488、CD19-PE、CD56-AF488、

DiYO-3 活力、对照微珠 

A1004-1L 
 

干细胞 RTF 

测定试剂

盒 (L) 
 

基本干细胞组合检测，含有裂解

缓冲液，用于单采或需要 RBC 裂

解的样本 

CD45-PECy7、CD34-PE、DiYO-3 活力、 

对照微珠 
 

A1004-1NL 
 

干细胞 RTF 

测定试剂

盒 (NL) 
 

基本干细胞组合检测，含非裂解

缓冲液，用于纯化细胞或药品 

CD45-PECy7、CD34-PE、DiYO-3 活力、 

对照微珠 
 

A1005-1L 
 

干细胞-3 

RTF 测定试

剂盒 (L) 
 

扩展干细胞组合检测，含有  CD3 

抗体和裂解缓冲液，用于单采或

需要 RBC 裂解的样本 

CD45-PECy7、CD3-PECy5、CD34-PE、 

DiYO-3 活力、对照微珠 
 

A1005-1NL 
 

干细胞-3 

RTF 测定试

剂盒 (NL) 
 

扩展干细胞组合检测，含有  CD3 

抗体，含非裂解缓冲液，用于纯

化细胞或药品 

CD45-PECy7、CD3-PECy5、CD34-PE、 

DiYO-3 活力、对照微珠 
 

 

 



 
 

 

   第 2 页/共5 页 
SPC-058 Accellix RTF 测定试剂盒说明书版本 04，2021 年 10 月 

测定试剂盒内容物 
1. 测定试剂管 

2. 测定试剂盒芯片* 

所需设备 
1. 已校准的移液器和吸头 (20-200 µL) 

2. 脉冲涡旋混合器 (Scientific Industries, 
Vortex-Genie Pulse, SKU: SI-P236)      

3.  Accellix 涡旋试剂管适配器 

4. Accellix 芯片托架（可选）     

所需仪器 
Accellix 仪器 

 

测定方案 

注：试剂有感光性。操作时，确保尽可能少地暴露在光线下。 

1. 握住测定试剂盒袋的上沿并从撕口处撕开，打开测定试剂盒袋。 

2. 握住手柄处，小心地从袋中取出芯片和试剂管。 

注：抓握芯片时，确保握住芯片顶部的手柄，并避免接触读取通道附近的区域。  

 
 

 

 

 

 

 

 

 

3. 将芯片置于干净实验台面上，使标签侧朝下。       

4. 从撕口处撕开，打开含试剂管的小铝箔袋。 

5. 从袋中取出试管，打开盖子，准确移取 40 µL 充分混合的样本转移到试剂管底部。 

6. 重新盖上试管盖，将试管置于预编程脉冲涡旋混合器的试剂管适配器中，并按下 Start（开始）键。 

注：将混合器编程为以 1500 rpm 的速度混合试剂/样本管 2 分钟（涡旋循环 = 运行 2 秒，停止 

1 秒）。关于如何使用涡旋混合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ortex Genie 脉冲混合器的操作说明。 

注：试剂管底部的试剂是干燥的，必须完全溶解，才能准确进行测定。 
 

手柄 

进样口 

读取通道 

混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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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混合程序结束后，立即打开试管盖，并在打开样本塞的同时转移 20 µL 样本混合物，然后将样本加

入 RTF 芯片的进样口： 

● 将移液器吸头的末端牢固插入进样口底部的孔中，使其保持 90 度角。 

 

 
 

● 将移液器柱塞下压至第二个终止点。（推至第二个终止点可使样本流入微流体通道。） 

8. 芯片仍然平放，用力将样本塞压入进样口上。 

 

 

 

 

 

 

 
 

● 确认样本液体向下流入通向芯片前混合室的通道中。 

9. 在 Accellix 触摸屏上轻击 Start（开始）  以启动测定运行。按照屏幕上的说明继续操作。 

10. 插入芯片时，标签一侧应背向操作员。小心地将其插入芯片槽中。按压芯片手柄的右角时，可以

听到和感受到“咔哒声”，这是确认芯片已到达适当的位置。一旦正确插入芯片，关闭 Accellix 仪

器门。 

注：启动运行的另一种方法仅仅是打开门、插入芯片和关闭门。这将绕过 Insert cartridge and close 

door（插入芯片并关闭门）屏幕。 

11. 在提示时，使用屏幕小键盘或条形码扫描仪输入样本 ID。 

12. 确认输入。 

13. 之后将自动进行测定。包括样本孵育和数据分析在内的总运行时间约为 30 分钟。 

14. 运行结束时，遵循屏幕上的说明，从 Accellix 仪器上取出芯片。 

注：如果正在进行多芯片测定，请遵循屏幕上的说明操作。 

15. 生成的数据文件保存在 Accellix 内部硬盘驱动器上，并将从 Accellix 仪器自动复制到目的储存位置。

目的储存位置通常在仪器安装时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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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稳定性和弃置 

1. 将 Accellix 测定试剂盒置于室温 (15-25°C) 下储存在原包装中，直至使用。 
2. 试剂有感光性。操作时，确保尽可能少地暴露在光线下。 
3. Accellix 测定试剂盒可有效使用至印刷在芯片沙漏图标旁边和纸盒上的有效日期时。 
4. 样本、用过的芯片和试剂管应根据当地法规采用适当的生物危害预防措施进行弃置。 

预期结果 

每次测定都将显示结果，并在运行结束时生成结果文件。插入测定特定芯片后，Accellix 仪器将自

动配置和确定结果内容和任何适用的结果阈值。 

警告和注意事项 

1. 除非另外标明，否则 Accellix RTF 测定试剂盒不用于诊断人类或动物疾病。 
2. 仅供专业人员使用。 
3. 应按照标准安全预防措施操作 Accellix RTF 测定试剂盒（请勿摄入；请勿吸入）。 
4. 请勿使用损坏的芯片或试管；如果芯片或试管的包装损坏，请勿使用。 
5. 请勿使用过期的芯片或试管。有效期位于测定试剂盒标签上。 
6. 请勿重复使用芯片。 
7. 测定进行过程中请勿打开仪器门，因为这将会中止测定，并导致芯片不能重复使用。 

故障排除 

1. 如果运行期间的任何时间点 Accellix 仪器屏幕上显示错误，请遵循显示的说明操作。 
2. 如果发生故障或如果屏幕指示联系 Accellix 支持部，请使用以下地址联系我们： 

 
Accellix, Inc. 

2385 Bering Drive 

San Jose, CA 95131 

电子邮件：support@accellix.com 

 

 
  

不适用于诊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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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象形图：   

信号词： 危险 

 

危险声明： H332 - 吸入有害。 

H317 - 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反应。 

H350 - 可能致癌。 

H341 - 有引起遗传缺陷的嫌疑。 

预防声明  
 

预防： P202 - 在读懂所有安全防范措施之前切勿搬动。 

P280 - 穿戴防护手套。穿戴护眼装备或面部防护装备。

穿戴防护服。 

P261 - 避免吸入蒸汽。 

P272 (OSHA) - 受沾染的工作服不得带出工作场地。 
 

响应： P308 + P313 - 如果接触：求医/就诊。 

P304 + P340 + P312 - 如果吸入：将人转移到空气新鲜

处，保持呼吸舒适体位。如感觉不适，呼叫解毒中心或

医生。 

P302 + P352 + P363 - 如皮肤沾染：用大量肥皂和水清

洗。沾染的衣服清洗后方可重新使用。 

P333 + P313 - 如发生皮肤刺激或皮疹：求医/就诊。 
 
 

本试剂盒含有动物源性产品。动物来源和/或卫生状态的认证资料无法完全保证其不含有传播性病原体。

因此，建议将这些产品视为具有潜在传染性，并按照常规安全预防措施进行处理（请勿摄入；请勿 

吸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