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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早孕测试笔

产品名称
通用名称: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诊断试剂(乳胶法)
商品名称: 早早孕测试笔
英文名称: Pregnancy Test
包装规格 : CB11 , 1 支装或 2 支装

笔帽

检测前

简体中文
预期用途：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尿液样本中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作辅助诊断用。
检验原理：在受孕后不久，人体会产生孕激素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 体内 hCG 的含量在怀孕的早期会增加，并且可在尿液中
检测到。
主要组成成份：每支早早孕测试笔包装于铝箔袋中。 外部由笔帽、
颜色变化吸水棒、检测窗口和质控窗口组成，内部由包被 β-hCG 抗
体的硝酸纤维素膜、标有 α-TSH 抗体的蓝色乳胶、玻璃纤维、透明
粘片和干燥剂组成。
储存条件及有效期：使用原包装存放于阴凉、干燥处 (2~30 ℃)。
36个月内有效。生产日期详见外包装盒。
适用仪器：本产品通过目测直接判读结果，无适用仪器。
样本要求：如果在预计的月经之日开始使用，可在当天的任何时间
使用。 如果在月经周期开始前使用，需采用每天的晨尿。
检验方法：检测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颜色变化吸水棒

检测时，可使用手表或闹钟进行计时。

进行检测

未怀孕

怀孕

如果在预计的月经之日开始使用，可在当天的
任何时间进行检测。
如果在月经周期开始前使用，需采用每天的晨
尿。
准备检测时，从铝箔袋中取出测试笔，
取下蓝色笔帽。 取出应立即使用。

5

在尿液中检测
您可以直接在尿流中检测，也可
也可将尿液收集在
清洁、干燥的容器中检测。
或采集的
将颜色变化吸水棒朝下置于尿流中或
尿液样本中，如图所示，只需停留 5 秒。
颜色变化吸水棒将迅速变为粉红色，表明正
必须使颜色变化吸水棒继续停
继续停
在吸收尿液。 必须使
留在尿液中满 5 秒。

3

2

分钟

未怀孕

1

怀孕

必须使颜色变化吸水
棒继续停留在尿液中
满 5 秒。

尿流

秒
或

当您看到颜色变化吸水
棒变为粉红色时，开始
计时 直至满5 秒。

已收集尿样

保持颜色变化吸水棒朝下，或将早早孕测试笔平放，
直至您准备好读取结果并且质控窗口中出现蓝色线条。
您可以盖上笔帽。
问题 6。
如果 颜色变化吸水棒未完全变为粉红色，请参阅问题

等待 3 分钟。随着检测的进行，您会看到蓝色线条开始出现。
分钟。
您会看到蓝色线条开始出现。
检测窗口

质控窗口

怀孕

3

检验结果的解释3分钟后读取结果
您现在可以在检测窗口中
读取结果。
请勿在质控窗口中出现蓝
色线条之前读取结果。
此线条表示检测有效。
如果在 10 分钟内质控窗
分钟
口中未出现蓝色线条，
则表示检测无效
（请参阅问题 7）。

未怀孕

未怀孕

怀孕

怀孕周数

如果您的检测结
果为“未怀孕”，
请参阅“问答”
问题 12。
中的问题
12

图A
图B
图C
如果您的检测结果为“怀孕”，请参阅
问题 13 。
“问答”中的问题

无论构成“+”号的任何一根线条比另
一根线条的颜色浅还是深，结果均为
重要提示！ 请在进行检测后的 10 分钟内读取结果。
分钟
“怀孕”。
此时间之后的任何变化应忽略不计。
如果您仍不确定您的检测结果，请参阅问题
问题 8 了解完整详细的信息。
问答

参考值(参考范围)：
怀孕妇女的hCG 参考值见下表。

请阅读背面部分，了解常见的问题与解答。

hCG (mIU/ml)

0.2~1

5~50

1~2

50~500

2~3

100~5,000

3~4

500~10,000

4~5

1,000~50,000

5~6

10,000~100,000

6~8

15,000~200,000

8~12

10,000~100,000

*以上数据来自于参考文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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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1 可丽蓝 加早早孕测试笔的检测原理是什么？
当您怀孕时，您的体内将生成孕激素 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在怀孕初期，您体内所产生的 hCG 浓度快速升高。 即使您的尿样中仅
含有少量该激素，可丽蓝 加早早孕测试笔也可检测（检测灵敏度为
25mIU/ml）。
2 我应该何时使用可丽蓝加早早孕测试笔？
可丽蓝建议您从预计的月经之日开始检测。
提前检测：
最早可在预计的月经之日开始的 4 天前使用可丽蓝。如果您在预计的
月经开始前进行检测并获得“未怀孕”结果，您仍然存在怀孕的可能
性。请在预计的月经之日开始后重新检测。在采用怀孕早期样本的临
床试验中，使用可丽蓝获得的结果如下：
预计的月经之日开始前的天数
0
-1
-2
-3
-4

采集自孕妇尿样且结果为
“怀孕”的百分比
98%
95%
86%
74%
52%

3 我必须使用晨尿样本吗？
如果是在预计的月经之日开始前进行检测 ，我们建议您使用当天的第一
次尿液检测。其它时候 ，您可以在一天的任何时间进行检测。检测前 ，
请避免过多摄入液体。
4 我不太确定下次月经预计何时开始 ，那么我应该如何确定在合适的时间
进行检测 ？
要算出您的月经预计何时开始 ，可统计您的月经第一天到下次月经开始
前之间的天数 ，由此计算您正常的月经周期。
如果您的周期不规律，检测前应以您在最近月份中最长的周期计算。
如果您完全不知道月经预计何时开始，我们建议您在上次未采取保护
措施的行房至少 19 天后再进行检测。
如果结果为“未怀孕”，但仍然怀疑可能怀孕，请参阅问题
问题 12。
5 某些药物治疗或医学症状是否会影响结果 ？
进行检测前 ，请务必阅读您正在服用的任何药物的制造商说明。
含 hCG 的不孕症治疗药物可能产生误导性的结果（ 此类不孕症治疗
药物通常采用注射给药 ，注射后不久即进行检测可能会产生错误的
“怀孕”结果 ）。
其他不孕治疗方法（ 如服用克罗米酚 ）、止痛药和激素避孕药（ 如
避孕药丸 ）应该不会影响结果。
如果您最近停止使用激素避孕药或在使用克罗米酚等不孕症治疗方
法 ，则您的月经周期可能不规律 ，从而导致您过早检测。
如果您最近怀过孕（ 即使未足月 ），您可能会获得错误的
“怀孕”结
果。
宫外孕、卵巢囊肿、绝经以及某些非常罕见的医学症状都可能产生错
误的检测结果。
由于怀孕初期容易自然流产 ，如果您的测试结果显示
“怀孕”，过段
时间 ，您可能会发现您并未怀孕。
如果并未得到预期结果 ，请就该问题咨询您的主治医生。
检验方法的局限性
1. 本产品仅适用于体外检测。检测结果仅供
参考 ，最终结果应以医院确诊结果为准。
2. 请参阅问答 5“某些药物治疗或医学症状
是否会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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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已进行了验孕测试，但颜色变化吸水棒未完全变成粉红色。 我应该怎
么做？
如果颜色变化吸水棒未完全变为粉红色，可能表明您使用的尿液不足。
但如果在进行检测后的 10 分钟内质控窗口中出现蓝色线条，则表示检测
有效。 如果在进行检测后的 10 分钟内质控窗口中未出现蓝色线条，请
参阅问题
问题 7。
7 我已进行了验孕测试，但质控窗口中未出现蓝色线条。 我应该怎么做？
如果在进行检测后的 10 分钟内质控窗口中未出现蓝色线条 ，则表示检
测无效。 这可能是由于 ：
颜色变化吸水棒没有朝下放置 ，或吸尿后测试笔未平放。
使用的尿液过多或过少。 您必须采样 5 秒。
您应该使用一支新的测试笔重新检测 ，注意按照说明操作。 您可能愿意
用洁净、干燥的容器采集尿液样本 ，然后仅将颜色变化吸水棒浸入 5
秒。
8 如果我对结果没有把握 ，该怎么做？
要获得“怀孕”结果，在检测后的 10 分钟内 ，质控窗口必须显示一条
蓝色线条 ，检测窗口必须显示“+”号。检测窗口中的“+”
号外观可能
会有所不同 ，但构成“+”号的线条与质控窗口中的线条应具有相似的
宽度（参见图片 A-C）。
图A
这种情况表示检测结果为“怀孕”。这更有可能在您预计月经来潮之前几
天进行检测时发生 ，因为此时 hCG 水平较低。
图B
如果您已怀孕并且您在预计月经来潮当天或前后进行检测 ，由于此时
hCG 水平仍相对较低 ，因此这种情况并非异常。
图C
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在您已怀孕并且您在预计月经来潮之后几天进行
检测，因为此时 hCG 水平较高。
如果您仍然不确定自己的结果 ，则应至少等待 3 天 ，然后再次检测 ，
注意按照说明操作。
要获得“未受孕”结果 ，在检测后的 10 分钟内 ，质控窗口必须显示一
根蓝色线条 ，检测窗口必须显示“-”（减）号。如果结果为“未怀孕”，
但仍怀疑有怀孕可能 ，请参阅问题
问题 12。
9 哪些情况可能影响结果的精确度？
如果在您预计的月经来潮之前进行检测，则可丽蓝加早早孕测试笔的精
确度将会降低。如果您的尿液采样时间段不准确，则可能得不到可靠的
结果。但只要您在进行检测后的 10 分钟内看到质控窗口中出现蓝色线
条，则可以信赖该结果。如果多次均未得到预期结果，请就该问题咨询
您的主治医生。 此外，请参阅问题 5。
10 我何时可以读取检测结果？
您应在 3 分钟后读取结果。
11 结果可持续多久？
可在 3 至 10 分钟内的任意时间读取结果。10 分钟后结果的任何变化都
应忽略不计。
12 检测结果表明我未怀孕。 我应该怎么做？
您可能未怀孕 ，或孕激素尚未达到足以检出的水平 ，或者您计算的预计
月经来潮日期可能有误。
如果您检测提前 ，请在预计的月经之日再次检测。
如果您的月经推迟 ，请在 3 天后再次检测。如果您的检测结果仍为
“未怀孕”，而您的月经仍然未来 ，请咨询您的医生。
13 检测结果表明我已怀孕。 我应该怎么做？
如果检测结果表明您已怀孕 ，请咨询您的主治医生 ，他会告诉您怀孕后
应该怎么做。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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