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单个细菌计数(IBC)的测定, BactoScanTM FC+能够准确的测定原料乳的卫生质量。

FDA/NCIMS认可的几分钟内计算结果的方法，允许奶农，牛奶测试实验室和乳制品厂采取行动来维护和

加强供应牛奶的卫生质量。

BactoscanTM FC+
经认证的快速测定原料乳中细菌总数的方法

BactoScanTM FC+

·分析奶类型: 奶牛,山羊,绵羊和水牛奶

·分析能力: 65,130,200样品/小时

·分析时间: 9分钟/样品

参数

单个细菌计数

(IBC/ml)



为什么选择福斯?
单个细菌计数具有优越的精度

高效的分析能力

几十年来，福斯同牛奶检测实验室并肩作战，

为实现中心牛奶测试业务的增值而努力。

首先，通过突破性的创新分析技术，我们的目

标是让您通过几个步骤的分析选项增加商业利

润。例如，福斯的专业解决方案已证明单个牛

体改良和牛奶检验监管，奶制品标准化都将显

著影响在最终产品的质量。

今天，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品质要求和严峻的利

润增长压力促使福斯的解决方案比以往更加专

业。福斯提供方便、快速和降低劳动力成本的

方案，同时提供高水平的分析能力和低价格的

样品检测费用。福斯的所有设计方案都会考虑

到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定标、适用性和正常运行

时间的影响。

中心牛奶检测解决方案包括成分分析、体细胞

数和原料奶卫生质量等，客户可以根据业务的

需求灵活选择需要的解决方案。

BactoScanTM FC+ 通过分析细菌数来确定原料奶的卫

生质量。自动BactoScanTM FC+ 分析仪计数的是单细

胞，而不是菌落数。因此，可给出高度一致的精确

结果。BactoScanTM FC+ 可以分析不同类型的原料奶

样品，而且可以直接分析未经加热或稀释的样品。

分析冷的样品可以减少测试前细菌生长的速度，同

时减少了样品处理时间和水浴加热的成本。不同于

传统的方法（如平板计数法），BactoScanTM FC+将

操作者可能引起的误差降到最低从而确保优秀的性

能。

新的BactoScanTM FC+ 每小时可以分析 200个牛奶样

品以达到实验室的测试要求。这种高性能的分析大

量牛奶样品的能力，使得实验室的工作量降低，同

时，即时的分析结果能够为奶农的快速响应提供帮

助。相对于平板计数方法，这种自动化方法的重复

性和再现性更加优秀。此外，BactoScanTM FC+ 采用

了独特的自清洁程序，有效降低上一个样品对当前

样品的污染。



极易与牛奶检测实验室整合

U.S.FDA/NCIMS* 
唯一认可的自动化检测方法

·通过单个细菌计数自动测定原料奶卫生质量

·在9分钟内得到单个样品检测结果。

·最高可达到200个样品/小时的高检测能力

·FDA/NCIMS 认证的方法

·独特的试剂理念

·细菌标样来验证仪器性能和GLP 

·计数范围从1500 CFU/ml 到10 mill CFU/ml

·操作简便、安全

·对于按质论价而言是很好的分析方法

BactoScanTM FC+ 是 FDA/NCIMS 唯一认可的快速电子

计数法，并符合ISO/IDF指南**。

它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细菌总数计数的行业标准，

在欧盟超过75%牛奶供应采用BactoScanTM 的检测结果

付款。当局引入BactoScanTM 的方法后很快就看到牛奶

质量的显著提高。

*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全国牛奶运输委员会

**ISO 16297\IDF 161牛奶细菌计数的替代方法评估协

议. ISO 16297 IDF 161。

ISO 21187\IDF 196 牛奶-细菌定量测定质量-指导建

立和验证常规法和固有法之间的转换关系。

BactoScanTM FC+与其他检测牛奶的仪器如 MilkoScanTM 

FT+, FossomaticTM FC+ 和 CombiFossTM FT+等使用相

同的高效的输送系统和 Foss IntegratorTM 平台软件。这

简化了实验室人员的培训，便于数据传输、存储和更

有效的实验室操作运行。

BactoScanTM FC+ 优势: 

虽然巴氏杀菌杀死了大多数细菌，但是它们的代

谢物可能会影响口味。此外，酶继续活动造成产

品缺陷并且减少保质期。当务之急是找到与卫生

违背的现状，从而降低影响牛奶质量的因素。

由于传统的平板计数方法要求二到三天的孵化

期，农场的卫生问题将在数天后被发现，因此加

大了纠正的难度，不必要的产品损失将扩大。

与之对比的是BactoScanTM FC+ 法在9分钟内得到

单个样品检测结果。奶农可以同一天了解到样品

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改正清洁不够或在挤奶系

统及时冷却或处理牛群的健康问题。

此外，监测乳品厂的原料奶意味着可直接检测到

严重的污染。拒绝质量劣质牛奶，只有最适合的

用于生产。通过控制收集、运输和生产， 

BactoScanTM FC+的快速检测有利于牛奶场的奶农

获得更高的直接经济效益。

 传统平板计数法和 BactoScanTM FC+ 法对比

– 奶农和乳制品厂利益



技术特点
BactoScanTM FC+基于流式细胞计数原理，能够准确和即

时的分析牛奶细菌。

流式细胞计数是一种数单个细菌细胞的技术。

流式细胞计数原理很简单：悬浮的细胞被染色，单个细

胞受力通过毛细管，在显微镜前被光照射产生荧光，每

个荧光被电子显微镜后面的计数装置观测和记录。

测量牛奶之前，除了细菌孵化的所有组分分解。此外，

该菌群分离成单个的细菌，而后被DNA特异染色物化乙

锭染色。在分析前所有涉及的试剂自动过滤，以消除除

了牛奶其他试剂等源带来的污染风险。

精确的样品注射器是用来推送样本通过 flow cell，细菌

逐一通过荧光灯发出的光聚焦后照射在单个细菌上。激

发染色的细菌发出红光每个通过光束的细菌会发出一个

红光脉冲。 

一个高度敏感的电子脉冲检测器（光电倍增管PMT）检

测细菌发出的荧光。光信号会转化成电子脉冲进行计

数，并在PC监视器上显示脉冲高度统计图PHA.

福斯开发了独特的自清洗程序，降低之前检测样品的残

留物。使样品间的残留物影响降低到最低，并对这个影

响自动进行数学补偿。数据上的补偿来自于样品间的残

留物相互影响的结果。

即使未补偿的残留物影响，BactoscanTM FC+ 被证明是

低于0.5%，这优于ISO/DF所要求的1%。残留物试验

是保证质量的一部分，并检查仪器能在测样后充分自动

清洗而不影响下一个样品的检测。这种测试符合ISO或

IDF标准。

BactoScanTM FC+软件有一个换算工具– 一个简单而快

速的软件工具来产生一个强大的IBC和 CFU转换表

·参照 ISO 21187: 2004 (IDF196: 2004)

·自动计算 CFU 

·简单的故障排除超限群追踪 

·按照时间记录数据

·使用简单，效率高 

·满足政府部门和法规的要求

·分等级按质论价
样品在流动注射单元

换算表: IBC/CFU避免残留物影响

“BactoScanTM   FC+ 残留物低于  0.5%，优于

   ISO / IDF所要求的 1%。”

BactoScanTM FC+ 计算单个细菌，显示的是IBC。然而，

许多实验室通过平板计数法检测结果显示的是菌落形成

单位（CFU）。因此，要创建IBC和 CFU的换算。

IBC和 CFU 的换算



特殊功能检测复杂的奶样品

福斯集成软件平台

试剂容易制备-几分钟内安全完成
独特的试剂概念：简单，安全，快速的试剂制备，从

而简化操作。

低的试剂消耗和低废物有力保护环境。通过内部试剂

过滤过程，节省了时间，排除了污染的风险。

独特的试剂概念：

·所有试剂有质量证书*

·简单，快速和安全的混合试剂

·最短时间用于试剂的制备，减少操作

·试剂消耗低、低废弃物、保护环境

·每个样品消耗试剂成本低

·试剂使用前通过内部过滤节省时间，消除污染的风

险

有可用来处理复杂奶样的选项，例如，高浓度体细胞

的绵羊奶和山羊奶如哺乳结束时的山羊奶。由于奶样

粘度的增加引起的背景噪声，导致BactoscanTM FC +的

读数偏高。这反过来影响流动样品的通过flow cell的

稳定性。通常体细胞> 4 mill.体细胞/毫升背景噪声

影响开始增大。

增强模式选择能够稳定 flow cell通过的样品。奶样的

测量速度将降低，模式1降低50%，或模式2降低

75%，同时不影响仪器的运行速度。

福斯共享的集成软件平台支持福斯其他的牛奶测试仪

器。具有相同的用户界面，输送带，条码阅读器等，

可用于整个实验室。这简化了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培

训、促进数据处理、存储和传输。统一的软件提高了

在实验室的简便和灵活性。

另外，软件的帮助文件为福斯集成软件平台提供了方

便快捷的解决方案和问题的答案，也是一个很好的质

量保证工具。

质量控制工具

拥有BactoScanTM FC+，您将拥有一系列的工具，用来

记录产品的质量，并保证实验室按照正规程序运行 :

细菌控制标样（BCS）确保仪器和试剂的运行正常，

可以标准化实验室不同仪器间和不同实验室的仪器间

的测量差异。BCS是已知的数量的冻干单细胞无害细

菌，有已知的脉冲高度分析（PHA）曲线。

颗粒控制样（PCS）监测仪器的技术状态。在调整光

路系统时使用，同时是一个维护和修理的工具。它是

已染色荧光微粒，有良好的PHA曲线。

冷冻的牛奶标样用来监测仪器的准确性和的稳定性。

冷冻的牛奶标样由优质原料奶制成，已知其细菌数。

在检测的应用中牛奶标样对质量保证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 见福斯主页



应用数据

BactoScanTM FC+性能:

模式:65H,130H,200H = 65,130,200个样品/小时

半自动BactoScanTM FC+检测能力为65个样品/小时。

此型号不包括输送和搅拌系统。

分析时间: 

样品量: 

样品温度: 

样品质量: 

9分钟/样品

大约4.5mL

2–42°C

原料奶有正常的组成和好质量。 azidiol保存或不保存

性能数据
重复性:

范围(IBC/µL) 

10–50 

51-200

>200 

SR(LOG-UNITS) 

0.07

0.05

0.04

再现性* (仪器间):

0.11

0.07

0.06

残留物影响: < 0.5 % (未补偿)

工作参数: 标准300,(可选:95,600和1200)

准确性: 在整个测量范围，典型的 Sy.x < 0.25 的对数单位

参考方法: 标准平板计数(SPC)（IDF标准100b：1991）

整体范围 0.05

典型SR(LOG UNITS)

范围(IBC/µL) 

10–50 

51-200

>200 

SR(LOG-UNITS) 典型SR(LOG UNITS)

0.06

0.04

0.02

0.08

0.06

0.04

* 绵羊奶和山羊奶的应用参考简报 3511



数据输出

标准配置

实时显示/打印，硬盘存储。

主机传输（RS232）和PC网络传输（TCP/IP）。

数据导出使用CSV文件格式，CS83协议或XML。

基本配置包括样品台和试剂桶、电脑、软件、基本输送装置*.

可选配置
打印机, 额外试剂桶，*ID条码读取器，二维码读取器，*ID瓶旋转装置，*4000的输送装置，

*输送机延伸，* *样品架输出缓冲器，样品架。 

标准和认证
BactoScanTM FC+具备 CE 认证和如下标准:

·电磁兼容指令2004/108/ EC

·低电压指令2006/95/ EC

·机械指令2006/42/ EC

·试剂标签的规定99／45／EEC

BactoScanTM FC+:

·FDA/NCIMS认证

·国家批准，例如：德国，法国

*半自动版本不包括输送装置。

安装输送装置到半自动型号需要升级分析仪



安装要求

特征

尺寸

规格

空间要求

供电

能耗

供水准备

压缩空气 (输送装置 4000*)

废液

环境温度

大约 2X4.5米

110 - 240VAC

50VA停止,最大2000VA

纯净水(<5 µS/CM3)

0.2N litres/min，4.0–7.2 bar

约8L/h

15–33°C

70X140 CM (不包括输送装置)

85X195 CM (包括基本输送装置*)

85X260 CM (包括输送装置4000*)

质量

197 KG (不包括输送装置)

205 KG (包括基本输送装置*)

250 KG (包括输送装置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