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準備好⾃我檢測時，需要作出什麼準備？
無論您是否具有症狀，當準備好使⽤本檢測時，請進⾏隔離防
護。咳嗽時應戴⼝罩或⽤紙⼱捂住⼝⿐，並與他⼈保持距離。

什麼時候可以進⾏⾃我檢測？
您可以隨時根據是否有症狀⽽進⾏檢測。請注意，檢測結果是
只供該時間點參考。因此，應根據所在地區的規定重複檢測。

為了獲得最準確的檢測結果，有什麼注意事項？
請嚴格遵守使⽤說明：採集樣品後⽴即進⾏檢測，將試管中的
液滴到測試盒的指定孔中，然後從樣品管中滴下兩滴，滴得太
多或太少均會導致檢查結果不正確或無效。

假設試紙條出現嚴重變⾊問題變⾊，是什麼原因？
試紙條明顯變⾊的原因是：從樣品管中滴⼊測試盒的液滴過多。
試紙條只能容納有限的液體。假設控制線未出現或試紙條嚴重
變⾊，請根據使⽤說明，使⽤新的檢測套件重複測試。

假設進⾏了檢測，但沒有看到控制線，應如何處理？
在這種情況下，檢測結果將被視為無效。請根據使⽤說明，使
⽤新的測試套件重複測試。

假設我不確定檢測的結果，應如何處理？
如果您不清楚確定檢測結果，請聯系最接近的醫療機構，配合
當地政府的規定。

假設我的檢測結果呈陽性，應如何處理？
如果在控制區（C）和試驗區（T）中可以看到⽔平的有⾊線，
則顯⽰結果為陽性，應根據當地當局的要求，⽴即聯系醫療機
構。同時我們的檢查結果可能會作為參考，接下來的步驟將向
您解釋。

假設我的檢測結果呈陰性，應如何處理？
如果在對照區（C）中只有⼀條⽔平的有⾊線，這意味著你可
能呈陰性，或者病毒量太低，導致檢測無法識別。因此，如果
您出現頭痛、偏頭痛、發燒、嗅覺和味覺喪失等症狀，請按照
當地政府的規定聯系最近的醫療機構。此外，您可以使⽤新的
檢測套件重複測試。

該檢測盒是否可以重複使⽤或多⼈使⽤？
本檢測盒為⼀次性使⽤，不能重複使⽤或多⼈使⽤。

為何拭⼦⼀定要採集兩個⿐腔？
採集兩個⿐腔可以讓您盡可能收集⾜够的樣本，以確保結果的
準確性。在某些情况下，觀察到只有⼀個⿐腔含病毒，因此需
從兩個⿐腔收集樣本，正確的採集對於獲得準確檢測結果⼗分
重要。

常⾒問題

1 檢測/盒, 3檢測/盒檢 5檢測/盒, 7檢測/盒, 25檢測/盒

包裝規格

新型冠狀病毒
抗原快速檢測盒
包裝說明書

版本: A  
檢測
樣本:⿐拭⼦

COVG-602ST

該檢測盒⽤於⼈前⿐拭⼦樣本中SARS-CoV-2抗原的體外定性測
定。它可⽤於快速⾃我檢測新冠肺炎，並可作⽤作出院病例核
酸檢測的再確認。
陽性檢測結果表明該樣本含有SARS-CoV-2抗原；陰性檢測結果
並不排除存有感染的可能性。此檢測包供⾮實驗室環境（如個
⼈需要或某些環境，如辦公室、體育賽事、機場、學校等）的
在家使⽤。本試劑盒的檢測結果僅供參考，請建議根據患者的
臨床表現和其他專業醫學檢查對其病情進⾏全⾯分析。抗原檢
測通常⽤於感染的急性期，即在患者出現症狀後，七天內對其
樣本進⾏檢測。

預期⽤途

該試劑盒僅供體外診斷使⽤。過期後請勿使⽤。
有效期⾒鋁箔袋噴霧代碼。
檢測劑應保留在密封袋中，直到準備使⽤。
所有樣本都應被視為具有潛在感染性，
並以與感染病原體相同的⽅式處理。
應根據當地法規丟棄使⽤過的檢測。
避免使⽤帶⾎的樣本。
避免接觸試劑膜和樣本孔。
兒童和⻘少年應在成⼈陪同下進⾏檢測。

代碼: 4.15.03.0141-0
有效⽇期: 2022.1.28

在進⾏檢測之前，請閱讀此包裝中的說明書所有信息。

注意事項

IVD

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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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盒
提取管的提取劑
提取管蓋
無菌拭⼦

所需和提供的材料

檢測套件

2

1

3

4

包裝說明書
提取管架
⽣物危害廢物袋
資格證明書

6

5

7

8

注意:  不同批次的檢測不能混合使⽤。

需準備但未能提供的物品：

計時器和消毒產品，例如洗⼿液，外⽤酒精，肥皂等。

選擇⼀個不受⼲擾的地⽅，預留15-30 分鐘的時間進⾏檢測。
將檢測盒、樣本提取試劑和相關組件在室溫下放置15-30 分鐘，
然後平衡⾄室溫 {15~30 °C (59°F-86°F)}

進⾏檢測前，⽤肥皂和⽔洗⼿⾄少20 秒。如果沒有肥皂和⽔，
請使⽤酒精含量⾄少為60% 的消毒液。
不建議在檢測前清潔⿐腔，防⽌病毒含量過低。除⾮⿐腔太
濕或太乾，在清潔⿐腔後，⾄少30 分鐘才進⾏取樣。
打開您的檢測套件，您應該擁有：

檢測前準備事項

使⽤說明

1

樣本採集

取出抽取管和抽取管蓋，⼩⼼剝下管上的鋁箔，將抽取管放
進管架上（⾒下圖）。

從包裝中取出拭⼦，⼩⼼不要接觸柔軟的⼀端，即吸⽔尖端。
將拭⼦輕輕插⼊⼀個⿐孔2-4 厘⽶（兒童為1-2 厘⽶），
直到您感到有⼀點阻⼒。
使⽤中等的施壓，在7-10 秒內⽤拭⼦在⿐孔內壁上以圓周形
式，緩慢擦拭5 次。
⽤相同的拭⼦在另⼀個⿐孔重複相同的過程。

注意：如果在樣本採集過程中拭⼦斷裂，請使⽤新拭⼦重新採
集樣本。使⽤拭⼦時，應注意取樣的安全，避免插⼊⿐腔太深，
導致疼痛和出⾎。

2

將拭⼦插⼊提取管中，並將整個拭⼦尖端浸⼊試劑液中。
將取樣拭⼦棉籤部份浸泡在試劑液以下，旋轉並按壓約10 
秒。（將拭⼦插⼊提取管,並將棉籤部份滾壓在試管邊緣
3 ⾄5 次）

採樣過程3

樣本可在室溫 {15~30 °C (59°F-86°F)} 下保存⼀⼩時。
撕開檢測盒的鋁箔袋，將試劑盒放在平⾯的地⽅。

樣本保存: 4

撕開檢測盒的鋁箔袋，將試劑盒放在平⾯的地⽅。

1

3 4

5 6 7

2

測試盒 產品合格證

無菌拭⼦萃取試劑 提取管蓋

醫療廢物⽤戶須知

試管架（1次測試的
試管架在彩盒上）

將拭⼦棉籤部份在提取管內側，然後取出，並將提取管蓋固
定在管上。（在取出拭⼦時請在管內擠壓拭⼦尖端）

將試劑盒平放，並將2滴處理過的樣本滴⼊試劑盒的樣
品孔中。添加樣本10分鐘後讀取其結果，30分鐘後獲
得的結果視為無效。

14 15

將檢測盒、樣品試劑和⼀次性取樣拭⼦收集到⽣物
危害廢物袋中，並根據當地法規進⾏處理和丟棄。
重新使⽤洗⼿液清潔雙⼿。

處理樣本

中⽂

8 9

10

11

以包裝盒正⾯
的開孔位作為
⽀架，垂直放
置提取管

2 滴樣品到
樣品孔中

啟動計時器（10 分鐘）

將棉簽與提取試劑
混合約⼗秒鐘。

在擠壓管側的同時取出棉
籤確保液體已完全排出。

取出拭⼦棒時，從拭⼦
尖端擠壓提取試劑。將
棉籤插⼊提取管中。在
提取試劑內將棉籤頭滾
壓在試管邊緣3 ⾄5 次。

揑緊 揑緊

擠壓擠壓

取出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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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於體外診斷 溫度限制

製造商 每個試劑盒的測試

批號 切勿重⽤

查閱使⽤說明 ⽣產⽇期

按⽇期使⽤ ⽬錄號

⽤於⾃我檢測 授權代表

LOT

IVD

REF

性能特徵

配件 製造商 歐盟授權代表 CE-標誌

拭⼦ A

杭州醫國仁⽣物科
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餘杭
區倉前街道餘杭塘
路2628號2號樓402 

ZOUSTECH S.L.
Pso. Castellana, 
141- Planta 19, 
28046-⻄班⽛
⾺德⾥

拭⼦ B

江蘇省⻑豐醫療實
業有限公司
江蘇省揚州市廣陵
區頭橋鎮⼯業園區

Llins Service 
& Consulting
GmbH Obere 
Seegasse 34/2, 
69124
德國海德堡

拭⼦ C
江蘇榮業科技有限
公司
揚州頭鎮橋⼯業區

Riomavix S.L.
Calle de Almansa 
55, 1D, Madrid 
28039⻄班⽛

拭⼦ D

百泰克⽣物技術有
限公司
無錫市惠⼭⼤道
4樓、D5 2樓、
D3 1,2樓、D16、
1719號

SUNGO Europe 
B.V. Olympisch 
Stadion 24
1076DE 
荷蘭阿姆斯特
丹

拭⼦ E

Z浙江拱東醫療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岩
區北院⼤道10
號,318020

Shanghai 
International 
Holding GmbH 
(Europe)
EiffestraBe 80 
20537 德國漢堡

符號索引

經銷商：公司名稱：
MEDRIVA LIMITED
地址：⾹港九⿓觀塘偉業街
180號海港廣場2期26樓
www.medriva.com

sales@medriva.com 

附件: 

交叉反應
在⼀定濃度下，檢測結果不受下表所列其他呼吸道病毒、
常⾒微⽣物菌群和低致病性冠狀病毒的影響。

臨床表現
通過對109例SARS-CoV-2抗原陽性和300例SARS-CoV-2抗
原陰性標本的檢測，確定了SARS-CoV-2抗原快速檢測盒
的臨床效能。與陽性樣本Ct值相關的分析結果如下：

檢測結果

陰性結果: 

控制線區域（C）出現⼀條有⾊線，⽽測試區
域 (T) 中沒有出現線條,顯⽰其為陰性結果,樣本
中不存在SARS-CoV-2 抗原，或存在低於可檢
測的⽔平。
陽性結果: 

出現兩條線，⼀條有⾊線應位於控制區域 (C)
，另⼀條明顯的有⾊線應位於測試區域 (T)，
顯⽰其為陽性結果,樣本中檢測到
SARS-CoV-2。

無效結果: 

控制線沒有出現，顯⽰其為無效結果。其中樣
本量不⾜或採樣過程不正確是最⼤可能原因，
請檢查採樣程序是否正確並使⽤新的套裝重新
進⾏。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即停⽌使⽤該
檢測套裝，並聯繫您當地的經銷商。

T

С

T

С

T

С

T

С

T

С

SARS-CoV-2 抗原快速檢測盒是⼀種定性的側向流動免疫測定法，
⽤於檢測⼈類⿐拭⼦中SARS-CoV-2 的N 蛋⽩。在此檢測中，特
異性會針對SARS-CoV-2 的N 蛋⽩的抗體，塗在測試線區域。在
過程中，採集的樣本與包裹在顆粒上的SARS-CoV-2 N 蛋⽩抗體
產⽣反應。混合物沿測試膜向上遷移，與膜上的SARS-CoV-2 N 
蛋⽩抗體發⽣反應，並在測試區域產⽣⼀條有⾊線。因此，當
測試區域出現這條有⾊線的，則表⽰結果呈陽性。⽽作為程序
控制，如果檢測執⾏過程正確，則控制區域中將出現⼀條有⾊
線。

檢測原理

在室溫或冷藏 2-30°C 下按包裝指⽰，在密封袋中儲存。在印在
密封袋上的有效期內，該檢測是穩定的，因此請保留在密封袋
中，直到使⽤。請勿冷凍
⽣產⽇期和保質期在密封袋內標明，請勿超過有效期使⽤。

儲存和穩定性

本檢測盒的結果不是唯⼀依賴和確認的指標，應由專家
連同其他實驗室結果、臨床症狀流⾏病學和其他臨床數
據⼀同確認。
檢測結果關係到樣本的採集、處理過程、運輸和儲存的
各種因素。任何錯誤都可能導致結果準確性。如果在樣
本處理過程中沒有控制交叉污染，則可能會出現假陽性
結果。
在感染的早期階段，基於抗原的含量較低，有機會導致
陰性結果。
從該檢測盒獲得的陰性結果應通過PCR 再次確認。若拭
⼦中存在的SARS-CoV-2 濃度不⾜或低於檢測的可檢測⽔
平，均可能會獲得陰性結果。

檢測限制

陰性結果並⾮排除受其他⾮新冠狀病毒感染。
陰性檢測結果並不能排除受冠狀病毒感染的可能性，也不能
免除對傳播冠狀病毒感染的所制定的防疫措施（例如，接觸
限制和保護措施）。
拭⼦樣本上過多的⾎液或粘液均可能影響此檢測的性能並可
能產⽣假陽性結果。

測試線區域（T）的顏⾊強度將基於樣本中存在的SARS-CoV-2 抗
原濃度⽽有所變化。因此，測試線區域 (T) 中的任何深淺的有⾊
線都應視為陽性。

注意：

檢測限 (LoD) 

SARS-CoV-2 抗原快速檢測盒已確認可檢測400TCID50/ml 
的SARS-CoV-2。

研究相關⼲擾物質
顯⽰下列物質⼀定的濃度的並不會⼲擾檢測結果：

名稱 濃度
人類冠狀病毒HKU1 105TCID50 /ml 
金黃色葡萄球菌 106TCID50 /ml 
麻疹 105TCID50 /ml 
腮腺炎病毒 105TCID50 /ml 
肺炎黴漿菌 106TCID50 /ml 
副流感病毒2型 105TCID50 /ml 
人類冠狀病毒OC43 105TCID50 /ml 
人類冠狀病毒229E 105TCID50 /ml 
乙型流感維多利亞株 105TCID50 /ml 
乙型流感 YSTRAIN 105TCID50 /ml 
2009 甲型H1N1 流感 105TCID50 /ml 
甲型H3N2 流感 105TCID50 /ml 
甲型H7N9流感病毒 105TCID50 /ml 
甲型H5N1流感病毒 105TCID50 /ml 
第四型人類皰疹病毒 105TCID50 /ml 
腸道病毒CA16 105TCID50 /ml 

⼲擾物質 濃度
全⾎ 4 %
布洛芬 1 mg/ml
鹽酸四環素膠囊 3ug/ml 
黏液素 0.5 % 
紅黴素膠囊 3ug/ml 
妥布霉素 5 % 
薄荷醇 15 % 
羥甲唑啉 15 % 
複⽅安息⾹凝膠 1. 5mg/ml 
⾊⽢酸⽢氨酸 15 % 
氯黴素 3ug/ml 
莫匹羅星 10mg/ml 
奧司他⾱ 5mg/ml 
鹽酸萘甲唑啉滴⿐劑 15 % 
丙酸氟替卡松⿐噴霧劑 15 % 
多巴胺鹽酸鹽 15 % 

Ct-值 PCR 確認 正確的樣本數⽬ 識別率

≤ 30 82 82 100 % (靈敏度) 
≤ 32 94 92 97.9 % (靈敏度) 
≤ 34 102 98 96. 1% (靈敏度) 
≤ 36 109 103 94.5 % (靈敏度) 

陰性 300 300 99.9% (特田田異
性) 

總計 409 403 98.5% (總準確度) 

分析樣本的Ct 值與靈敏度之間的相關性，對於Ct 值⾼達 30 
的樣本，靈敏度為 100%（95%CI* 95.5%-100.0%）。對於Ct 
值⾼達 32 的樣本，靈敏度為 97. 9 % (95%CI* 92.6%-99. 4%) 。
對於Ct 值⾼達 34的樣本，靈敏度顯⽰為 96.1% (95%CI* 90.4%-
98.5%) 。當Ct 值⾼達 36 時，靈敏度仍然具有 94.5% (95%CI* 
88.5%-97.5%) ，效果理想。透過與PCR 分析相⽐的測試，
顯⽰抗原快速檢測符合預期檢測病毒的效果。
99.9% (95%CI* 98.7%-100%) 特異性：總共 300 個
PCR 確認的陰性樣本，SARS-CoV-2 抗原快速檢測盒正確檢測
了 300 個PCR 確認的陰性樣本，沒有誤判案例。
98.5% (95%CI* 96.8%-99.3%) 準確度：總共 409 個
PCR 確認樣本，SARS-CoV-2 抗原快速檢測盒正確檢測到
403 個PCR 確認樣本。
然⽽，所觀察到的準確性可能會因⼈群中病毒的流⾏程度⽽
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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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冠狀病毒NL63 105TCID50 /ml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 105TCID50 /ml 
中東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佛羅里達
/ USA-2_ 沙特阿拉伯 2014

1.17 x 104TCID50 /ml 

人類呼吸道合胞病毒 105TCID50 /ml 
RSV-A 2006 Isolate 5.01 x 104TCID50 /ml 
RSV-B CH93-18(19) 1.55 x 103TCID5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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