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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易读指南仅适用于 PCR 检测
- 试剂盒务必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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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情已经蔓延到世
界各地。

有些人感染 COVID-19 后会
感到非常不适，而其他人可能
根本不会感到不适。

我们需要您参加检测，源于您
可能感染 COVID-19。 
检测结果可以确定您是否感
染 COVID-19。

需要检测 COVID-19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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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是否需要注册试剂盒

在寄出试剂盒之前，我们可能已经对此进
行了注册。

当您订购试剂盒时，我们将向您发送一
封邮件，告知试剂盒是否已注册。

若尚未注册，则需要注册。我们会告知注
册方式。

若已经注册，到货时外包装上会
贴有“Registered Kit”（注册试
剂盒）标签。

若试剂盒贴有相关标签，则无需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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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Tracked 

如何注册试剂盒

若试剂盒尚未注册，您需要在检
测之前注册。

如需在线注册，请访问： 
www.gov.uk/register-home-test
若无法在线注册，请致电 119， 
我们将为您办理。

所需资料：
1.  订单号 - 请参阅收到的邮件。

2.  英国皇家邮政 (Royal Mail) 条形
码下方的数字 - 位于预付费返回
标签上。

3.  试剂盒条形码下的编号 - 位于说明
书首页，也可参阅塑料管、透明袋
和返回盒。

https://test-for-coronavirus.service.gov.uk/register-home-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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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钟

可以自测，也可由他人进行检测。

大约需要 30 分钟完成检测。

检测前 30 分钟请勿进食。

完成检测后，请将试剂盒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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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进行检测
返回试剂盒返回试剂盒

PRIORITY
POSTBOX

SATURDAY 
& SUNDAY

PRIORITY POSTBOX

可将其放入优先级邮筒 (priority 
postbox) 中，或者请他人帮忙寄送。

若这难以实现，则可以安排快递从
家中取回。

请于检测当天将其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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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致电：0345 266 8038  

（周一至周五上午 8 点至下午 6 点）

您可能需要支付电话费。GOV.UK 网
站 www.gov.uk/call-charges 提供
相关通话费用的信息。

请提供完整的地址，包括邮编。 
若您不清楚此信息，请让他人帮
您记录。

Royal Mail 网站：
www.royalmail.com/services-near-you 
提供关于最近优先邮筒和最晚投寄时
间的信息。

如何找到优先邮筒或预约快递

https://www.royalmail.com/services-near-you#/
https://www.gov.uk/call-cha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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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无法找到优先邮筒，我们可以安
排快递从家中取回试剂盒。

原因如下所示：
• 路程太远
•  身体不适，需要呆在家里
•  被告知要保护或隔离，所以不能

离开住所

如需快递上门，请拨打 119。请于
检测前一天致电。

试剂盒将在当天上午 8 点至下午 4 点之间收回。
 
我们无法给您一个确切的时间，请于上午 8 点之
前完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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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Home test instructions

PCR Test Kit Guide

TC2295 SEPT 21

Name:Test kit barcode:

This is a swab test to check if you have coronavirus (COVID-19) now.  
Take this test as soon as possible. Return the test on the same day you take it. 
Keep this booklet as a record of your test.

• Read these instructions carefully before you start.

• Wash your hands for 20 seconds before you handle the test kit.

• Your details have been linked to this test kit.  It should not be taken by 
anyone else.

• This booklet is available online and in other formats including  
Easy read at www.gov.uk/dhsc/pcr-test-at-home.

Before you start

Avoid eating or drinking for at least 30 minutes before 
doing the test to reduce the risk of spoiling the test.

30 
mins

检测过程很快，不会造成任何伤
害。您需要进行咽拭子和鼻拭子
采样。

然后将拭子放入小试管中，并将
其返回给我们。

请在此观看关于如何进行拭子
检测的视频：  
www.gov.uk/pcr-home-test

关于此检测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esting-for-coronavirus-a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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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内物品

检测所需的物品装于一个袋中，这称为试剂盒。

开始前，您需要
1. 找到如桌子一样平整的平面
2. 先清理，然后清洁并擦干
3. 将试剂盒中的所有物品放置于上面

若试剂盒内有任何物品丢失或损坏，请致电 119，
我们将为您寄送新试剂盒。请在获得新试剂盒后
开始检测。



试剂盒应包含 6 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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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包装的拭子
拭子为一端带有柔软棉尖
的一根小棒。

含有少量液体的试管

小透明袋

由柔软材料制成的白色衬垫

用于返回检测样品的盒子

包装盒安全封条。仅在邮
寄回盒子时才贴上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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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秒

用纸巾擤鼻涕，随后将纸巾扔进
垃圾箱。

请使用肥皂、温水或洗手液洗手，
保持 20 秒。

拧下试管盖，并将其置于桌上。

确保试管竖直向上；可将试管置于
马克杯或玻璃杯内，以防歪倒。

检测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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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打开拭子包装，杆端向外，然后
小心取出拭子。

确保握住杆端。

请勿触碰拭子柔软的织物端，
否则会影响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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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镜子，张开嘴巴，找到扁桃体。

扁桃体为喉咙后部两侧的柔软部分。 

这对部分人而言相当困难，您可以
寻求其他人帮助。

若没有扁桃体，则在扁桃体原有位
置进行采样。

咽拭子采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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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x 4 x

您可能感觉到有点异样，但是不会
受伤。

若无法咽拭子采样，您可以进行鼻
拭子采样。

我们将在下一页告知鼻拭子采样 
方法。

请勿触碰拭子柔软的织物端，否则
会影响检测结果。

用拭子轻轻拭抹扁桃体，每侧扁桃
体来回拭抹 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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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同拭子从鼻腔采样。

若鼻腔被刺穿或出血，用拭子对
另一只鼻孔采样。

若两只鼻孔都被刺穿，您需要去掉一
侧的刺穿物，然后用拭子采样。

鼻拭子采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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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x

当您感觉到它压进鼻孔时停止。

慢慢将拭子沿鼻腔内侧旋转 10 圈。

若未对咽拭子采样，对另一侧鼻腔
进行采样。

将拭子插入鼻腔，轻轻向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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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秒

将拭子放入塑料管内，柔软的棉质
末端应当浸入管底部的液体中。

折断拭子的杆端，使其能够笔直装
入管中。

拧紧管盖并检查其是否盖牢。

用肥皂和清水洗手 20 秒，也可以用
洗手液代替。

后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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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打包方式

将白色衬垫和塑料管一起放入透
明袋中。

轻轻挤出袋内空气。 

撕掉袋子顶部的粘条，将其翻折并
密封。

将包装盒打包好并把检测样品返回
给我们，相关说明请参阅盒上内容。



PRIORITY
POSTBOX

SATURDAY 
& SUNDAY

PRIORITY POST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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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您需要邮寄检测试剂盒或等待
快递上门取件。

若您选择邮寄，则需要使用优先邮筒。 

请确保在最后邮寄时间之前寄出。

盖上盒子并用安全封条将其粘住。

将装有检测拭子的透明袋放入包 
装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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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您应当会在 2 天后获得结果，但有
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

检测结果相关事宜

检测结果将通过短信和邮件告知。

出现以下情况时也可以拨打 119 
查询结果：

•  若不使用邮件或手机
•  若 5 天后仍未获得结果

结果未出之前，您必须待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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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结果为阴性，表示您很可能未感
染新冠肺炎。 

您可以与他人见面和外出。

若结果为阳性，表示您很可能已
感染新冠肺炎。

若在接受检测后感到症状加重，且 7 天未见好
转，请在线访问 NHS 111: www.111.nhs.uk 
或致电 111。

https://111.nhs.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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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检测的相关帮助和建议，
请于上午 7 点至晚上 11 点致电 
119。

若您感到症状加重，且 7 天未见好
转，或感觉非常难受，请随时联系 
NHS 111。

所有通话均免费。紧急情况下请拨
打 999。  

您还可以使用免费的 Be My Eyes 
应用，从训练有素的“NHS 检测和追
踪”(NHS Test and Trace) 人员处获
得帮助。 

下载该应用，前往“专业帮助” 
(Specialized Help)，并在“个人健
康”类别 (Personal Health) 中选
择“NHS Test and Trace”。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 COVID-19 的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nhs.uk/coronavirus

COVID-19 帮助和建议资源

https://www.nhs.uk/conditions/coronavirus-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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