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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使用采样器说明书 

【产品名称】 通用名称：一次性使用采样器 

【包装规格】 1 人份/包，20 人份/盒，50 人份/盒，50 人份/袋，100 人份/盒，200 人份/盒 

【预期用途】 用于样本的收集、运输和储存等。 

【采集原理】 本产品通过采集口腔或鼻腔的微生物、脱落细胞，将保存液与采集的微生物、脱落细胞进行均匀地混合，保

证了口腔和鼻腔样本 DNA/RNA 完整性及其在一定条件下不降解。 

【主要组成成份】主要由拭子、细胞保存液等组成。 

【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储存条件：室温（15-25）℃ 

有效期：12 个月 

【适用仪器】无 

【样本要求】口腔内侧、鼻腔内测。 

【采集方法】 

1. 口腔拭子、鼻咽拭子或咽拭子采样后，插入采集管中（含有细胞保存液）； 

2. 折断或使用医用剪刀剪断拭子头，使拭子头完全落入管中，盖上管盖； 

3. 拧紧管盖，颠倒混匀，使拭子完全浸润保存液，完成采样； 

4. 装入密封袋，常温运送至检测机构。 

【检验方法】 

将采集后的样本，按下游应用说明书中[检验方法]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的解释】 

用本产品保存的样本，后续提取核酸并进行 QPCR。 

1. 无 Ct 值：a）模板量不足，或者本身没有加模板，作为阴性对照；b）模板降解，提取的核酸没有及时进行冷冻保存 

2. Ct 值出现过晚：a）扩增效率低：反应条件不够优化，设计更好的引物或探针、改用三步法进行反应、适当降低退火温度、

增加镁离子浓度等。b）PCR 各种反应成分的降解或加样量不足；c）PCR 产物太长：一般采用 80-150bp 的产物长度。 

3. 假阳性出现：气溶胶污染，需要开窗通风，用紫外灯照射至少半小时空气。之后的操作建议在生物安全柜或通风柜进行。 

【产品性能指标】 

1 外观 

应符合技术要求。 

2 装量 

应符合技术要求。 

3 Ct 值 

应符合技术要求。 

【安全事项】 

请勿吞食细胞保存液！ 

【注意事项】 

1. 确认一次性使用采样器的外包装完好，检查细胞保存液管，确认无漏液。 

2. 如细胞保存液不慎入眼或接触到您的皮肤，请立即用清水冲洗。 

【标签符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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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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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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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器械备案凭证编号/产品技术要求编号】苏常械备 20200134 号 

【生产企业地址】江苏省常州市西太湖科技产业园长扬路 9号 E4栋 4 楼  

【生产企业电话】+86-519-85388166   

【生产企业传真】+86-519-85388166   

【说明书编制日期】2021 年 07 月 26 日 

【生产日期及失效日期】见标签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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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iratory Virus Transport Medium 
 

[Specification] 20 servings/box 

 
[Contents] 

 1*20 flocked swab 

 3 mL/vial*20 

 
[Storage] 

The Medium can be stored at room temperature (15–25)°C for 12 months. 

 
[Sample Requirements] 

Oral swabs and nasal swabs. 

 

[Features] 

1. The preservation solution in this sampling tube can effectively avoid mold contamination,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viral proteins, and facilitate long-distance transportation; 

2. Suitable for all kinds of swab samples, including oral swabs, nasal swabs, throat swabs, etc.; 

3. It can be used for the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clinical COVID-19, influenza, avian influenza (such as 

H7N9), measles, no-vovirus and other viruses; 

4. The collected nasopharyngeal swab samples should be transported at (15–25)°C and submitted for inspection 

immediately.  

 

[Precautions] 

1. Confirm that the outer package of the sampler is intact, check the cell preservation of the liquid pipe, confirm the 

no leakage. 

2. If the cell preservation is inadvertently entered or exposed to your skin, rinse immediately with water. Yellowing 

of the Lysis/Binding and Washing Solution is normal and will have no any negative impact on  preservation 

solu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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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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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