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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保存液说明书 
【产品名称】 

通用名称：细胞保存液 

【包装规格】 A 型：2mL/管、3mL/管、5mL/管、6mL/管、7mL/管、100mL/瓶、1L/瓶、10L/袋、25L/桶。 

             B 型：2mL/管、3mL/管、5mL/管、6mL/管、7mL/管、100mL/瓶、1L/瓶、10L/袋、25L/桶。 

【预期用途】 A 型：用于保存、运输取自人体的细胞，仅用于体外分析检测目的，不用于治疗性用途。 

             B 型：用于保存、运输取自人体和动物体的细胞，仅用于体外分析检测目的，不用于治疗性用途。 

【检验原理】 本保存液采用一种高效裂解配方，可快速释放、灭活病毒颗粒，使病毒样本失去感染性，防止病毒核酸降解。

室温保存病毒 DNA/RNA 超 1 个月，有效解决采样后的霉菌污染问题。 

【主要组成成分】 主要由三羟甲基氨基甲烷、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氯化钠组成。 

【储存条件及有效期】室温（15-25）℃干燥条件下保存 12 个月。 

【适用机器】无 

【样本要求】 

A 型: 适用样本类型：口腔拭子、唾液、漱口水、咽拭子等。 

B 型: 适用样本类型：口腔拭子、唾液、血液、组织和粪便等。 

【检验方法】 

A 型：按对应的试剂盒说明书中[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B 型：按对应的试剂盒说明书中[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1.口腔拭子、鼻咽拭子：一根采样拭子建议使用 3mL 保存液； 

2.组织匀浆液：建议按照 1:5 添加保存液（即 1mL 组织匀浆液加入 5mL 保存液）； 

3.唾液、全血、血清、血浆：建议按照 1:1 添加保存液（即 1mL 唾液、全血、血清、血浆加入 1mL 保存液）； 

4.粪便：建议按照 1:7 添加保存液（即 1g 粪便加入 7mL 保存液）。 

【检验方法的局限性】 

后续需要通过对应的试剂盒进行检验。 

【产品性能指标】 

1 外观 

a) 外观应整洁，文字符号标识清晰； 

b）保存瓶/袋无漏液，包装完整，无破损； 

c）保存瓶/袋内液体透明，无杂质。 

2 体积 

符合标签标识。 

3 Ct 值 

符合技术要求。 

【标志的解释】 

标签所用的图形、符号、缩写等内容的解释： 

1. 不得二次使用   见图 1；  2. 怕晒    见图 2；  

3. 怕雨           见图 3；  4. 如包装破损切勿使用           见图 4；   

 

              
 

                

【安全事项】 

请勿吞食保存液！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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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应由经过培训并具有胜任能力的医护人员采集样本； 

2.使用前务必阅读制造商的包装说明书；  

3.采集样本时，应始终穿戴个人防护设备（PPE)，包括实验室外套、口罩、护目镜和手套等。 

【基本信息】 

生产企业名称：济凡生物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生产备案编号：苏常食药监械生产备 20180017 号 

注册地址：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长扬路 9 号 E4 栋 4 楼 

生产地址：常州西太湖科技产业园长扬路 9 号 E4 栋 4 楼 

联系方式：+86-051983761557 

邮箱：marketing@genfine.com 

网址：www.genfine.com 

【医疗器械备案凭证编号/产品技术要求编号】苏常械备 20200087 号 

【说明书最后修改日期】2021 年 07 月 26 日 

【生产日期及失效日期】见标签 

http://www.genf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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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rvation Solution 

[Specification] 100mL/bottle and 1L/bottle 

[Instruction] This Preservation Solution can quickly inactive virus particles and avoid nucleotide acid 

degradation. It can keep virus DNA/RNA at room temperature (15-25)°C for up to one month, effectively avoid 

mould contaminations after sampling. 

[Storeage] The solution can be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15-25)°C for up to 12 months. 

[Samples] oral swabs, saliva, blood, tissues and feces, etc.  

[Protocol] 

1. Oral swab and nasopharyngeal swab: 3mL preservation solution is recommended for one sampling swab; 

2. Tissue homogenate: it is recommended to add 5mL preservation solution into 1mL tissue homogenate; 

3. Saliva, whole blood, serum and plasma: it is recommended to mix the preservation solution and the sample at 

the ratio of 1:1 (Example: add 1mL Preservation Solution for 1mL saliva, whole blood, serum and plasma, 

respectively); 

4. Feces: it is recommended to add 7mL preservation solution into 1mL feces; 

[Precautions] 

1. Sampling should be performed by certificated technicians or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personnel; 

2. Do carefully read the manufacturer's packaging leaflet before operation. 

3.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including lab coats, masks, goggles and gloves should be always worn 

during sampling. 

 

 

 

 

 

 

 

 

 

 

 

 

 

 

 

 

 

 

 

 

 

 

 

 



 GENFINE BIOTECH (CHANGZHOU)CO., LTD. 

 

2 
 

[Symbols] 

 

Symbols Meanings 

 
Manufacturer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vitro diagnostic medical device 

 

This product fulfill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uropean Directive 98/79 EC for 

in vitro diagnostic medical devices. 

 
Catalogue number 

 
Batch code 

 
Date of manufacture 

 
Use-by date 

 
Temperature limit 

 
Consult instructions for use 

 
Keep dry 

 
Keep away from sunlight 

 
Do not re-use 

 

Do not use if package is dam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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