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imary Tech-Enhanced Care (PTEC)

用户
手册

如何测量及分享HbA1c

居家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检测试验



糖化血红蛋白是什么？

- 糖化血红蛋白是您过去二至三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的参考数
值。
- 通过这个参考数值，您的医生能了解您过去二至三个月的血
糖控制情况，并提供及时的医疗建议/治疗，以帮助您更好的
控制您的糖尿病。
- 糖化血红蛋白数值降低1%，您患上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将
可能降低40%¹。
¹Startton IM, Adler AL, Neil HA, et al. Association of glycaemia with macrovascular and 
microvascular complications of type 2 diabetes (UKPDS 35):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BMJ 2000; 321: 40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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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记得在以下日期在家做测试：

您的目标糖化血红蛋白数值：

低于<

观看视频教程
扫描二维码或浏览 
https://www.moht.com.sg/hat，可观看下列
视频教程：
1) 如何做糖化血红蛋白测试
2)如何解决常见故障及联系护理团队
3)如何安装应用程序和配对蓝牙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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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前准备

请在凉爽的环境下（摄氏18至25度之间）比如早
上，晚上或在有冷气的房间内使用测试。

在冰箱取出测试套件：

一号袋 二号袋 测试仪 酒精棉

1 2

在室温下放置一个小时， 并避免测试套件被阳光
晒到。

将蓝牙仪，医用棉片或者纸巾放在桌上。

在十五分钟内完成测试

为了确保测试的准确性，请认真阅读使用手册并
观看Health Harmony里的视频教程。

蓝牙仪 医用棉片/纸巾



测试您的糖化血红蛋白

1) 打开1号袋

2) 刺手指

3) 采血

打开1号袋，取出采血器，血液收集器和溶血剂。
请注意，在没有指示的时候不要打开红色的2号袋。

采血针 采血器 溶血剂

第八步之前不要
移除底座，否则
溶血剂会漏掉。

用采血器轻柔的接触血液，血液会被自动吸入采血器。

确保采血器吸入足够多的血液。

用棉片或纸巾按压手指止血，如有需要可以贴上一片创可贴。

太多
用棉片或纸巾擦去多余的
血液（请不要用酒精棉）

       重要：使用酒精消毒棉片消毒手指，
等手指完全变干之后再刺破手指。

移除采血针的盖子，用收集器红色的一端
按压无名指侧面。

轻轻挤出足够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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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需要的血量

刚好太少
吸取更多血液



4) 插入采血器

5) 融合血液和溶血剂

6) 打开2号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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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溶血剂器体与采血
器之间没有任何间隙。

将溶血剂摇晃6-8次，此过程大概5
秒钟。

把溶血剂竖立在桌子上，准备打开2
号袋。

确保在打开的两分钟内使用测试卡。

如果袋子出现破损现象，不要使用，打开一个新
的2号袋并完成测试。

一只手拿着溶血剂，将溶血剂开口的
一面向上。 快速牢固的将血液收集器
旋转插入溶血剂内。

7) 插入测试卡
用手捏着测试卡的边缘将它取出，确保有白洞的
一面朝上，请不要用手触碰测试卡后面的铁片。

迅速将测试卡插入测试仪。

检查

1 1

2

2



8) 准备溶血剂&加入血液样本

9) 五分钟显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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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测试仪显示 “SMPL” 已准备接收样品

在测试过程中请不要移动测试仪！

五分钟倒计时
开始

1

质量检查通过

2

显示糖化血红蛋
白读数

3

剩余的测试次数，当
显示“00TL”, 测试仪应
该被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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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错误代码（比如 OR1），请使用蓝牙仪器上传信息到应用程序里（第10步-
第12步）。 您的护理团队会在三个工作日（星期一至星期五）联系您并帮助您解决
问题。 

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参考测试仪包装盒里附带的用户手册或网站上的视频教程。

1 2

移除溶血剂底座

将测试仪放在平面上

一只手扶着测试仪，另一只手将溶血剂的圆
形底部对准测试卡的圆形孔，迅速按下并释
放溶血剂。

“RUN” 会出现在测试仪屏幕上



10) 准备蓝牙仪器

11) 上传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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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手机上的蓝牙是打开状态

12) 测试后
把测试仪放回冰箱的盒子里， 然后将蓝牙仪器放
到一个干燥的地方收好。

将其余用过的组件扔到垃圾桶。

点按手机程序里的绿色图标

1. 按压蓝牙测试仪进入预备模式，
您会听到一声‘滴’声。

2. 取掉测试卡，然后将测试仪放到
蓝牙仪上。

打开应用程序，点按HbA1c 图标

您会听到一串音符， 按下测试仪
和蓝牙仪器上传读数

4 读数会被上传到应用程序里，点按 
‘ACCEPT’ 

5 点按‘SAVE‘ 上传读数给您的护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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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程序并与仪器配对

请注意：在参与本项目的时候，您的护理团队会帮助您安装应用程序并
配对蓝牙仪器。.如果您需要重新安装应用程序或者重新配对，您可以参
考下列步骤。 

What is Required?

可以上网的智能手机
手机操作系统：
- iOS 10.0.3 及以上
- Andriod 7.0 及以上

蓝牙仪器
安装所提供的电池

1) 下载并安装应用程序

2) 登录

1. 您可以从苹果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应用
程序。

2. 如果您使用的是Andriod手机，请
在安装应用程序时允许使用地点
资料。

Health Harmony  
移动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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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打开应用程序，输入护士
所提供给您的用户身份/电
子邮件地址。

2. 点按 “Remember me” 格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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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手机的“设置”菜单中
将蓝牙启动。

1.  点按应用
程序上方的
图标，寻找 
“Devices”。

2. 选择设备 “PTS Diagnostics 
A1CNow+”

1Devices

on iPhone on Android

3) 启动蓝牙

4) 选择仪器

2PTS Diagnostics A1CNow+ 
Not Paired

5) 配对仪器

1

1. 选择 ‘PAIR‘ 2. 输入六位数的验证码（可在蓝牙仪器的背
面找到）

2

3. 当蓝牙图标      显示在应用程序里的时
候，表示配对已完成。

按压蓝牙仪器，     
您会听到一生‘滴’
的声音。

PTS Diagnostics A1CNow+ 

3. 



       请注意: 如果您对测试结果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您的医生。
请不要在没有医生指示的情况下自行调整药物。

这项居家糖化血红蛋白检测试验项目是由卫生部医疗护理转型署和
国立健保集团综合诊疗所联合开发的。 本使用手册是专门为参与试
验的用户设计的， 请不要与非本试验项目参与者分享或传阅。

           重要指示

技术支持热线                         6958 7998
若您有关于Health Harmony应用程序或者蓝牙仪器的相
关问题，您可拨打技术支持热线。

周一至周五：上午 9时至下午6时
联系中心在周六，周日与公共假期休息。

综合诊疗所热线电话                 6355 3000
若您想咨询本项目以外的其他问题，请联系综合诊疗所
热线电话。

周一至周五：上午 8 时至下午 4时30分
周六: 上午8 时至下午12时30分
联系中心在周日与公共假期休息。

联系我们

主办机构： 协办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