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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出您最易受孕的2天
检测前，请仔细阅读此说明书。
【产品名称】：促黄体生成激素(LH)检测试剂(乳胶法)
【包装规格】：7支装
【预期用途】：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尿液中的促黄体生成激素(LH)，辅助预测排卵。 LH含量随女性月经周期而呈周期
性变化, 其峰值出现时，LH在女性血液和尿液中大量存在，所以从尿液中检测LH含量是诊断LH峰值的可靠指标。LH还
可通过化学发光法(CLIA)、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等方法进行测定。
【主要组成成分】：标有鼠抗β-LH 抗体的蓝色乳胶（抗体浓度50-100μg/ml）、鼠抗α-hCG抗体（浓度1-2 mg/ml）、
兔IgG（浓度20-100μg/ml）、羊抗兔IgG多克隆抗体和鼠抗CEA（二者总浓度≧1 mg/ml）。
【储存条件及有效期】：使用原包装存放于干燥处 (2~30 ℃)。36 个月内有效。生产日期及使用期限详见纸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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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一天中任一时刻，但每天应在同一时段进行检测（很多人发现检测晨尿最为方便）。检测前
至少 4 小时内，请勿排尿，且应避免摄入过多液体。某些药物治疗或医学症 状对结果的影响请参阅问题7。
【阳性判断值或参考区间】：根据国家标准GB/T 18990-2008对LH临界值的要求，本产品的临界值为25mIU/ml LH。
【检验方法】：检测前，请先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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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原理】：可丽蓝易用排卵测试笔可检测到尿液中所含促黄体生成激素 (LH)
的增加（激增）。在 LH 激增后的 24-36 小时内会出现卵巢内成熟卵子的释放，
即排卵。LH 激增的当天和后一天为最易受孕的时期。
可丽蓝易用排卵测试笔检测到 LH 激增后，您有2天最易受孕。在随后 48 小时内
行房最有可能受孕。
何时开始检测 LH 激增的日期会因人而异，也会随月经经期发生变化。要把握使
用一盒排卵测试笔检测到 LH 激增的最佳时机，您需要了解自己的经期长度。经
期长度为月经开始的第一天（月经来潮的第一天）到下次月经开始的前一天中
间间隔的天数。
您若不知道自己的经期长度或经期变化规律，请参阅背面的问题 1。参考下表以
计算开始检测的最佳日期。
您的经期长度（天数）

提示 - 您的最易受 阳性结果
孕期可能随月经经
期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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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日常检测
（请参见“何时开始检测”）
阴性结果

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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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经第一天开始计数，
并按照您经期长度下方对应的天数开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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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或长于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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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
1

您最易受孕的2天

质控线条
激增线条

•

准备检测时，
请沿撕口打开铝箔袋。

•

取出测试笔，拔掉笔帽。
取出应立即使用。

笔帽

检测窗口
吸水棒

2

•

•

握住测试笔，
将吸水棒朝下置于尿流中，
只需停留 5 秒。
或者将尿液收集在清洁、
干燥的容器中，握住测试笔
并将其置于尿液中，
只需停留20 秒。

4

【检验结果的解释】
通过比较激增线条和质控线条的颜色深浅获取检测结果。激增线条是离
箭头最近的线条。质控线条表示您已进行了正确的检测。请在进行检测
后的 10 分钟内读取结果，之后的任何变化应忽略不计。如果未出现质控
线条，请参阅问题6。
请阅读背面部分，了解常见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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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结果

秒

3

•

保持吸水棒朝下或将测试笔平放。

•

您可以盖上笔帽。应在3 分钟
后读取您的结果。

阳性结果

激增线条
质控线条

如果无激增线条或激增线
条的颜色比质控线条的颜
色浅，则您未检测到 LH
激增。第二天同一时段
再次进行检测。
如果激增线条与质控线条
相似或颜色更深，则您已
检测到 LH 激增，并已进入
最易受孕期。在随后 48 小
时内行房最有可能受孕。
此经期内不必继续检测。

参考值(参考范围)：
血清LH参考值范围见下表。
LH (mIU/ml)
青春期前

4~9

成人

6~217

卵泡期

2~30

排卵期

40~200

黄体期

0~20

绝经期

35~211

*以上数据来自下方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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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
1 我不知道自己的经期长度或经期长度经常变化。我该何时开始
检测？
若不知道自己的经期长度，使用可丽蓝易用排卵测试笔前，建议
您等待一个月经经期，并请注意此经期的长度。确定经期长
度后，您可根据背面的说明计算开始检测的日期。
若您的经期长度变化超过 3 天，从过去 6 个月中挑选最短的月经
经期来计算开始检测的日期。您可能需要继续使用额外的排卵测
试笔检测 LH 激增，从而需要再打开一盒新的测试笔。
若要在未知经期长度的情况下使用可丽蓝易用排卵测试笔，建议
您从月经的第 10 天开始检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会
因检测太晚而错过激增，或者需要使用额外的测试笔检测 LH
激增。）
2 我的经期长度超出了表格所列范围。我该何时开始检测？
若您的经期短于或等于 21 天，从月经第 5 天开始检测；若经期
长于 40 天，从下次经期开始前的第 17 天开始检测。
3 我该在一天中的什么时间进行检测？
您可以在一天中任一时刻，但每天应在同一时段进行检测。检测
前至少 4 小时内，请勿排尿。
4 我需要用完所有测试笔吗？
不需要。检测到 LH 激增后，即可停止检测。如有必要，可将剩余
的测试笔留到下个经期使用。
5 我已按照说明用完了所有测试笔，却仍未检测到 LH 激增。
我应该怎么做？
对于大多数月经经期规律的女性来说，盒中的可丽蓝易用排卵测
试笔足以检测到 LH 激增。若您的经期长度变化超过 3 天，您可
能需要使用额外的测试笔检测 LH 激增，从而需要再打开一盒新的
测试笔。并不是每个人每个经期都会排卵，因此在某些经期，您
检测不到 LH 激增。
6 我已经使用了可丽蓝易用排卵测试笔，但未出现质控线条。
我应该怎么做？
这可能是因为您使用的尿液过多或过少，或在吸取尿液时没有将
吸水棒朝下，亦或是吸尿后没有将测试笔平放。您应使用新的测
试笔重新检测。您可以收集尿液样本。检测前至少 4 小时内，请
勿排尿，这一点至关重要。请注意参照背面的使用说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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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药物的制造商说明。
• 某些医学症状和药物治疗可能对此测试笔的功能产生不利影响。
例如，若您已怀孕、刚受孕、绝经或患有多囊性卵巢综合症，
此测试笔可能会给出误导性检测结果。您若正在服用促黄体生成
激素或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等不孕症治疗药物，也可能会得到此
类结果。请咨询您的主治医生。
• 克罗米酚不会影响检测结果，但可能会影响经期长度，因而改变
开始检测的日期。您可能需要再打开另一盒可丽蓝易用排卵测试
笔，使用其中一部分或全部使用。
8 我最近刚停用激素避孕药（如避孕药丸）。这会影响检测结果吗？
不会，这对检测结果没有影响。但是，避孕药会扰乱激素的自然规
律，刚停用时您的月经经期会不规律，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趋于稳
定。使用可丽蓝易用排卵测试笔前，您可以先等待2个自然月经
经期，并注意经期的长度。
9 检测结果可持续多久？
进行检测后，可在 3 至 10 分钟内读取结果。
10 既然可丽蓝易用排卵测试笔能预测最易受孕期，它能否帮助我
避孕？
不能。可丽蓝易用排卵测试笔只能检测到排卵前 24-36 小时内的 LH
激增。由于精子能存活多天，您若在检测到 LH 激增前行房，仍可能
怀孕。
11 如果认为自己已经怀孕，我应该怎么做？
请咨询您的主治医生，他会告诉您怀孕后该怎么做。越早咨询主治
医生，对您的健康越有帮助。
12 我已连续几个月使用可丽蓝易用排卵测试笔，却仍未怀孕，
我能确定自己可以受孕吗？
受孕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最易受孕期行房却不怀孕的原因有很
多。若几个月后仍未成功受孕，您应该咨询您的主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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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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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某些药物治疗或医学症状是否会影响结果？”
【产品性能指标】：产品临界值为25 mIU/ml LH；用200mIU/ml FSH,100uIU/ml TSH及
250uIU/mlTSH特异性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用10mIU/ml LH检测结果为阴性且显色均一，
用25mIU/ml LH及50mIU/ml LH检测结果为阳性且显色均一。
【注意事项】
1. 本产品促黄体生成激素(LH)检测试剂(乳胶法)简称为排卵测试笔。
2. 本产品仅供家中体外一次性使用。
3. 使用前请检查有效日期。
4. 打开铝箔包装后应立即使用。
【参考文献】
杨悦，测定女性性激素六项的临床意义，中国临床医生，2003年第31卷第4期: 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