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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说明书

【产品名称】

【预期用途】

【检验原理】

25人份/盒，50人份/盒

【包装规格】

通用名称：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

本试剂盒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鼻咽拭子、痰液及肺泡灌洗液中的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仅作为应对2019年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

炎疫情期间的体外诊断应急使用。在使用上应当遵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

方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等文件（现行版本）的相关要求。

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应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实验室检测技术

指南》等的要求，做好生物安全工作。

本试剂盒针对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基因组高度保守区域ORF1ab和N基因

设计特异性引物和探针，基于荧光定量PCR平台，采用一步法荧光定量逆转录PCR原

理，对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进行定性检测。

PCR检测体系包含人类Actin内标引物和探针，可用来监控呼吸道核酸质量和PCR
反应体系，避免空白样本及假阴性结果。

网站订购：www.cwbiotech.com 
微信订购：扫一扫右侧二维码

服务热线：4006-222-360



试剂盒生产日期及失效日期见外包装盒。

试剂盒应在-20℃以下避光保存，有效期6个月。避免反复冻融（冻融次数少于5次）。

本试剂盒需低温运输，长途运输应使用冰袋。

【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ABI 7500荧光定量PCR仪、ABI ViiA 7荧光定量PCR仪、LightCycler 480荧光定量PCR

仪、Bio-Rad CFX96荧光定量PCR仪，SLAN系列全自动医用荧光定量PCR仪。

【适用仪器】

本检测试剂适用样本类型：上呼吸道标本（包括咽拭子、鼻拭子、鼻咽抽取物、

深咳痰液）；下呼吸道标本（包括呼吸道抽取物、支气管灌洗液、肺泡灌洗液、肺组

织活检标本）；组织培养物等样品。

【样本要求】

【主要组成成分】

试剂名称

2019-nCoV酶液

2019-nCoV反应液

2019-nCoV阳性质控

2019-nCoV阴性质控

主要组成成分

逆转录酶，热启动DNA聚合酶等

携带目的基因质粒和内标质粒

不含目的基因的空质粒

ORF1ab和N基因特异性引物、探针，

内标模板及其引物、探针，反应缓冲液等

规格及数量

（25人份）

25 μl/管×1管

475 μl/管×1管

100 μl/管×1管

100 μl/管×1管

规格及数量

（50人份）

50 μl/管×1管

950 μl/管×1管

200 μl/管×1管

200 μl/管×1管



3.PCR扩增（核酸扩增区）

将上述 PCR 反应管，放置在仪器样品槽相应位置，并记录放置顺序。

打开参数窗口设置循环条件，反应程序如表2所示。

3.1

3.2

表2  反应程序

反转录

预变性

变性

退火、延伸及荧光采集

步骤

50℃

94℃

94℃

58℃

温度

15分钟

1分钟

15秒

30秒

时间

1

1

45

循环数

【检验方法】

表1  反应体系配制

2019-nCoV反应液

2019-nCoV酶液

19 μl × N

1 μl × N

组分 加量/每人份×N

1.1

1.2

取出试剂盒中的2019-nCoV反应液，在室温下融化并混匀，低速离心10秒。取出试

剂盒中的2019-nCoV酶液，离心10秒，置于冰上备用。

确定反应数N：根据检测样本数计算所需反应数，如样本数为n，则反应数N=（待

检样本数n+阴性质控1+阳性质控1+1）。按表1配制反应体系。

1.3 反应体系分管：准备相应数量的PCR反应管，将上述混合液震荡混匀，瞬时离心5

秒，按20 μl/管分装至PCR管中。将分装好的PCR管转移至样本制备区。

1. 试剂的准备（试剂准备区）

2. 样本制备（样本制备区）

2.1

2.2

待测样本提取采用商品化的病毒RNA提取试剂盒，推荐使用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磁珠法病毒DNA/RNA提取试剂盒（货号CWY071）或柱式法病毒DNA/RNA

提取试剂盒（货号CWY070），具体操作详见试剂盒说明书。

取5 μl待测样本、2019-nCoV阳性质控、2019-nCoV阴性质控分别加入到已分装的

反应混合液中。封严封口膜或盖紧PCR反应管盖，瞬时低速离心。将PCR反应管

转移到核酸扩增区进行上机检测。



【检验结果的判定】

【实验有效性判定】

1.

2.

3.

4.

阳性质控：

FAM和ROX通道有典型S型扩增曲线且Ct值＜35。

内标VIC通道有典型S型扩增曲线且Ct值＜35。

阴性质控：

FAM和ROX通道值Ct>40或无Ct值，线形为直线或轻微斜线，无指数增长期。

内标VIC通道不做要求。

实验样本：

内标VIC通道有典型S型扩增曲线。

只有同时满足1，2，3条件，实验有效，否则无效。

注：本产品中ORF1ab基因报告荧光为FAM，N基因报告荧光为ROX，内标基因报告荧光为VIC。

以ABI 7500为例：反应结束后自动保存结果，根据分析后图像调节基线的start值，

end值以及Threshold值（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调整，Start值可以在3-15，end值可

以在5-20，在Log图谱窗口设置Threshold的Value值，使阈值线位于扩增曲线指数期，

阴性质控品的扩增曲线平直或低于阈值线），点击Analysis自动获得分析结果，在

Report窗口读取检测结果。

靶标

开放阅读编码框ORF1ab

核壳蛋白基因N

通道

FAM

结果解释

ROX

阳性：待测样本检测结果Ct值＜35，曲线呈S型且有明

显指数增长期，且必须两个通道同时满足以上条件；

阴性：一个通道Ct值>35，另一个通道Ct值>40或无Ct
值，此次结果判定为阴性；

可疑：有一个通道结果Ct值＜35，另一个通道检测结

果35≤Ct值≤40，或两个通道检测结果均为35≤Ct值≤
40，此时对样本进行重复检测，如实验结果仍然在

35-40之间，曲线呈典型S型且有明显指数增长期，则

判断为阳性，否则为阴性。



检测结果仅供临床参考，不得作为诊断的唯一依据。

提取的样本RNA质量差、提取后的RNA溶液保存条件及保存时间不当、样本中含

有抑制物、核酸降解等均可造成阴性结果。

不合理的样本采集、转运及处理，以及不当的实验操作和实验环境均有可能导致

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

本产品仅限于规定的样本类型、适用机型。

内部质控可监控 PCR 反应体系的有效性，但可能无法判断核酸提取效率。

1.

2.

3.

4.

5.

【检验方法的局限性】

本产品为应急体外诊断试剂，操作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并具有一定经验，实验前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实验室管理应严格按照PCR基因扩增实验室的管理规范，实验人员必须进行专业

培训，实验过程严格分区进行(试剂准备区、标本制备区、扩增和产物分析区)，所

用消耗品应灭菌后一次性使用，实验操作的每个阶段使用专用的仪器和设备，各

区用品不能交叉使用。

样本处理应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以保护操作人员安全和防止对环境的污染。

加样时应使样品完全加入反应液中，加样后应尽快盖紧管盖或密封封口膜，并适

时离心。

反应液分装时尽量避免产生气泡，上机前注意检查各反应管是否盖紧/封口膜无

翘起。

扩增结束后取出反应管/板，密封在专用塑料袋内，丢弃于指定地点。

扩增结束后不要随意松开管盖或撕开封口膜，避免气溶胶污染。

废弃枪头请直接打入盛有10%次氯酸钠的废物缸内，并与其他废弃物品一同处理。

工作台及各种实验用物品经常用75%酒精和紫外灯进行消毒。

试剂使用前要平衡至室温，避免反复冻融。避免试剂间的交叉污染。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意事项】

检测企业阴阳性参考品，阴阳性符合率均为100%。

最低检测限：1×103 copies/ml。

1.

2.

【产品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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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cwbiotech.com技术支持：service@cwbiotech.com

生产企业名称：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泰州市药城大道一号TQB大楼4楼
邮政编码：225300
电话：0523-86201183       传真：0523-86816890
网址： www.cwbiotech.com
售后服务单位名称：江苏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523-86201183
生产地址：泰州市药城大道一号TQB大楼4楼，泰州市中国医药城口泰路西侧、陆家路

东侧G52幢58号1层、2层，59号4层东侧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编号：

【基本信息】

【说明书核准日期及修改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