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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访问 coronavirus.dc.gov/testing 以了解更多检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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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体外诊断。仅供紧急使用授权 (EUA) 使用
本产品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或认可，但已被 FDA 授予紧急使用授权 (EUA) ，供授权实验室使用；

本产品已被授权用于 SARS-CoV-2 核酸检测，而非任何其他病毒或病原体；并且
本产品的紧急使用授权，仅适用于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第

564(b)(1) 节、《美国法典》(U.S.C.) 第 21 篇第 360bbb-3(b)(1) 节宣布存在有理由授权紧急使用体外诊断的情况期间，除
非宣言被终止或授权被提前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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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试剂盒必须储存在 15°至 30°C 环境下。样本一经采集，无论室外温度如何，均可以按照所附说明将试剂盒回送
回至任一 Test Yourself DC 投递箱。

必须年满 18 周岁以上才能获取此试剂盒。本产品预期用于 18 岁及以上人员（自行采集）、14 岁及以上
人员（在成人监督下自行采集）或 2 岁及以上人员（在成人协助下采集）的个人前鼻拭子样本，包括用于

无症状或因其他理由疑似患有 COVID-19/冠状病毒的人员。

您的试剂盒内含物品可能在外观和颜色上与显示内容略有不同。

试剂盒包含：

样本试管 拭子 生物危险品袋 回邮信封 说明卡

有效期至



testyourself.dc.gov

如何使用此试剂盒

1. 从您的手机或台式电脑端访问 tytyourself.dc.gov。
2. 执行以下步骤来登记您的试剂盒：

根据网站提示，输入印在您样本试管上的 蓝色 数字。根据
网站提示，输入印在您样本试管上的 红色 数字。提供您的
姓名、人口信息和保险信息（如适用）。
请注意：在投递试剂盒前，您必须对其进行登记。如您不登记，样本将被丢弃!

3. 仔细查看说明后（说明位于背面），采集鼻拭子样本
4. 按照背面的规定包装试剂盒。
5. 在采样当天的晚上 8 点前将试剂盒送回离您最近的投递箱。经 

testyourself.dc.gov 查找您附近的投递地点
（请谨记：在投递试剂盒前，您必须对其进行登记。）

6. 您将通过电子邮件收到结果（如您选择加入，还可以通过短信
收到结果）。

*无需提供保险信息。通过提供保险信息，哥伦比亚特区将向您的保险公司寻求报销检测费用，无论
您是否提供保险信息，您均无需对包括共同支付费用在内的任何费用负责。

请仔细阅读所有说明，然后开始自行采样。如果您为家长或监护人，为 2-13 岁儿童采集样本，
请仔细阅读说明（位于背面），并按指示一步步为您家孩子采样。如果您未满 18 周岁，请让您
的父母/监护人查看说明并提供协助，包括将试剂盒送回最近的投递箱。

DC Health
899 North Capitol Street NE, Suite 500

Washington, DC 20002

一般而言，在您递送检测后 2-3 个工作日内可以得到结果。如需支持，请发
送电子邮件至 testingresults@dc.gov 来联系哥伦比亚特区卫生部 
(DC Health) 或拨打 DC Health Covid 支持热线：1(855) 363-0333

本产品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或认可，但已被 FDA 授予紧急使用授权 (EUA) ，
供授权实验室使用； 

本产品仅被授权用于 SARS-CoV-2 核酸检测，而非任何其他病毒或病原体；并且，本产品的紧急使用授权
，仅适用于根据《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第564(b)(1) 节、《
美国法典》(U.S.C.) 第 21 篇第 360bbb-3(b)(1) 节宣布存在有理由授权紧急使用体外诊断的情况期间，除

非宣言被终止或授权被提前撤销。

用于体外诊断。仅供紧急使用授权 (EUA) 使用。试剂盒预期用途：Test Yourself DC 居家 COVID-19/冠状病毒采样试剂盒预期用于 18 
岁及以上人员（自行采集）、14 岁至 17 岁人员（在成人监督下自行采集）或 2 岁至 73 岁人员（在成人协助下采集）的个人前鼻拭子样本

，包括用于无症状或因其他理由疑似患有 COVID-19/冠状病毒的人员。

样本试管内含生理盐水。避免接触眼睛，并放置于儿童接
触不到的地方。

重要提示
您必须完成检测，并在您登记当天晚上 8 点前
将其送回相应的投递箱。 在晚上 8 点之后送来
的采样将被丢弃！ 经 testyourself.dc.gov 查找

您附近的投递箱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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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 COVID-19/冠状病毒 采样试剂盒
试剂盒包含：

样本试管生物危险品袋回邮信封说明卡 拭子



1.请仔细阅读所有说明，然后开始自行采样。 如
果您为家长或监护人，为 2-13 岁儿童采集样本，
请仔细阅读说明，并按指示一步步进行。如果您
未满 18 周岁，请教父母或监护人来帮您理解这

些说明。

2.当您准备好进行采样时，请经 
testyourself.dc.gov 在线登记您的试剂盒，并输入

样本试管上的 蓝色 检测代码和 红色 标本 ID 编号,以
及所要求的人口统计信息！在回邮您的试剂盒之前，

您必须对其进行登记，否则试剂盒将被丢弃!

4.在继续操作前，请清洗并擦干您的双手
（或使用免洗手消毒液）。将所有物品放在一个干

净的表面上。

5.从包装中取出拭子，握住拭子杆。
请勿触摸拭子头。

6.拧开样本试管的顶部。一只手拿着拭子，另一
只手拿着采集试管。小心不要让液体溢出。请勿

饮用此液体。

7.将拭子头插入一个鼻孔⸺只插入拭子头，直到拭
子不可见。 贴整个鼻孔内表旋转拭子，至少三圈。为
儿童采集样本时，请注意勿将拭子插入鼻孔太深。

8.将拭子从鼻孔中取出。用与之前相同的
拭子一头在另一个鼻孔中重复拭子采集

过程（第 7 步）。

9.从您的第二个鼻孔中取出拭子，并将拭子放入样
本试管。 进入鼻孔的拭子一头应先进入试管，以便

拭子头悬于液体中。拧紧采集试管的顶部。

10.再次彻底清洗并擦干双手（或使用免洗手
消毒剂）。 将采集试管插入生物危害标本袋。请
勿取出袋子里的吸水垫。严封密封条以将生物

危害标本袋密封。

11.将生物危害标本袋放入回邮信封中。 撕下胶条，
密封信封。请务必保留采样说明，以防需要帮助检索

结果。您可以丢弃其他材料。

12.在采集样本的当天晚上 8 点之前，将回邮信封
投入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个样本收集箱内。您必须在
投递当天采集样本，而且您必须在投递前对您的样
本进行登记。您可以经 testyourself.dc.gov 找到

离您最近的投递箱

居家 COVID-19/冠状病毒采样试剂盒：采样说明

3.请访问 testyourself.dc.gov 查找投递箱地点。您
必须在采样当天晚上 8 点之前将您的样本带到投递

箱。 如果您未满 18 周岁，请您的父母或监护人协助寻
找/送回样本至离您最近的投递箱。

针对年幼儿童，插入浅于 
1/2 英寸。

使用同一头

同一头

将拭子头完全插
入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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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供紧急使用授权 (EUA) 使用。
仅供紧急使用授权 (EUA) 使用。



在采样和登记的当天晚上 8 点之
前，回邮此信封，信封内应含有您
的样本，并装于生物危险品袋中

如何回邮样本：
1.确保样本密封严实。
2.将样本放入生物危险品袋中。
3.把生物危险品袋折叠。
4.插入信封中。
5.密封信封。

将信封送回离您最近的投递箱。经 
testyourself.dc.gov 查找地点

如需支持，请联系 DC Health, 其电子邮件
为 Testingresults@dc.gov，或请致电 
(855) 363-0333363-0333으로�문의해 

주십시오.

请保持我们城市的清洁，并以负责任的方
式处理您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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키트 사용 지침을 보려면 다음을 방문하십시오.
Để được hướng dẫn sử dụng bộ dụng cụ của bạn, hãy truy cập
Pour obtenir des instructions sur l'utilisation de votre kit, visitez
ኪትዎን ለመጠቀም መመሪያዎች ፣ ይጎብኙ
Para obtener instrucciones sobre cómo usar su kit, visite;
单击此处获取使用测试套件的说明

回邮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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