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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S 宫颈筛查：帮助您做出决定

是否接受宫颈筛查检验完全由您自行选择。本手册旨在帮助您做出决定。宫颈筛查以前称为“涂片检查”。

为什么我们提供宫颈筛查   
NHS 宫颈筛查有助于预防宫颈癌。在英国，宫颈筛查每年让数千人免患宫颈癌。1, 2在英格兰，宫颈筛查目前可以避免 70% 的宫颈癌死亡。如果每人都定期接受筛查，这一比例可以达到 83%。3  

我们邀请的筛查对象我们为 25 岁到 49 岁的妇女每隔三年提供一次宫颈筛查，50 岁到 

64 岁的妇女每隔五年一次。这是因为大多数宫颈癌都是在这些年龄段出现。首次筛查邀请在妇女年满 25 岁之前的数月发出。您可以在收到邀请后立即预约。我们会根据有些人之前的筛查结果更频繁地邀请她们接受宫颈筛查（参见第 9 页）。
无论您有怎样的性取向、性史或者是否接种了 HPV 疫苗，都应该考虑接受宫颈筛查。
如果您在全科医生处登记为跨性别男性，我们也会向您发送宫颈筛查邀请。如果您登记为男性，您将不会收到邀请，但如果您有宫颈，您的全科医生或执业护士可以为您安排预约。如果您是跨性别女性，则不需要做宫颈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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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   宫颈中的不良细胞以失控方式生长并形成肿块（也称为肿瘤），就会导致宫颈癌。随着肿瘤生长，这些不良细胞最终会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并危及生命。
宫颈是子宫的最下端，位于阴道顶部。

卵巢
子宫
宫颈
阴道

图中显示女性生殖系统。宫颈位于阴道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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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V 和宫颈癌几乎所有宫颈癌都是由一种称为人乳头瘤病毒 (HPV) 的病毒引起的。
HPV 非常常见。大多数人都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感染这种病毒。在任何类型的男女性行为中，都会通过亲密皮肤接触传播这种病毒。HPV 可以在体内存在多年。HPV 可能保持在极低或无法检出的水平，不会导致任何问题。这意味着 HPV 感染可能来自很久以前的性伴侣。  
HPV 有许多不同类型，但只有一些高风险类型可能导致癌症。导致宫颈癌的 HPV 类型不会引发任何症状。在大多数情况下，您的免疫系统可以消灭该病毒，而您从未知道自己曾经感染过该病毒。但 

HPV 有时会导致宫颈细胞异常。
人体通常可以消灭异常细胞，宫颈也能恢复正常。但有时异常细胞会继续发展成癌症。

什么因素影响您患上宫颈癌的几率接受宫颈筛查可以降低您患上宫颈癌的几率。通过筛查可以发现异常细胞，从而能够在发展成为癌症之前将其清除。
HPV 存在于整个生殖器区域周围的皮肤上，可以通过任何类型的性行为传播。这意味着避孕套或口腔科橡皮障可以帮助预防 HPV 感染，但它们无法全面防护 H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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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会让身体更难以消灭 HPV 感染，因此会增大宫颈癌风险。有关戒烟的信息，请访问 www.nhs.uk/smokefree

HPV 疫苗接种可预防那些导致大多数宫颈癌的高风险 HPV。如果您已经接种了 HPV 疫苗，仍需考虑接受宫颈癌筛查。这是为了检查可导致宫颈癌的其他高风险 HPV 类型。 
家族宫颈癌病史不会影响您患上宫颈癌的几率。

宫颈筛查的作用原理宫颈筛查不是对癌症的检验。宫颈筛查是要寻找宫颈中的异常细胞。如果不予以治疗，异常细胞会发展成癌症。 
在筛查过程中可能需要使用软刷从宫颈表面采集一个小的细胞样本。该样本放入小塑料容器并送至实验室。然后检查其中是否存在可导致宫颈癌的 HPV 类型。如果针对可导致宫颈癌的最常见类型 

HPV 的检查结果为阴性，患上宫颈癌的风险就非常低，即使您过去曾经有过异常细胞，也无需再检查是否存在异常细胞。 
如果您的 HPV 检查结果为阳性，我们将检查样本中是否存在异常细胞。异常细胞不是癌细胞，但如果不予治疗，它们可能会发展为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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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继步骤，我们可能会为您提供另一项检查（称为阴道镜检查），以便更仔细地观察您的宫颈。如果我们在阴道镜检查中发现异常细胞，我们可能建议将其清除。宫颈筛查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预防宫颈癌。

做宫颈筛查
预备事项宫颈筛查通常由女护士或医生完成。如果您完全不希望由男性人员为您做筛查，可以在预约时提出要求。
您的预约检查日期应该是您没有来月经的日期。如果您没有来月经，则可以随时接受筛查。
请勿在筛查之前的两天内使用任何阴道药物、润滑剂或乳膏，否则会影响检查结果。

并非所有筛查检验是 100% 有效的。对于宫颈筛查而言，这是因为： 
•	 有时可能会漏检真实存在的 HPV 感染或异常细胞（“假阴性”结果）•	 异常细胞可能会在两次筛查检验之间的时间段发展成癌症  •	 筛查结果称发现异常细胞但宫颈实际为正常（“假阳性”结果），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很小
如果筛查没有发现异常细胞，这并不能保证您体内不存在异常细胞，也不能保证在未来永远不会出现异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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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以下情况，请告诉您的护士或医生：
•	 怀孕•	 已做了子宫切除术•	 认为您难以接受筛查 

如果您对筛查感到紧张，可以告诉您的护士或医生。他们可以解答您的任何问题或疑虑。如果您决定继续完成筛查，他们可以做出安排，帮助您感觉更舒服一些。  
到诊所检查时实际检查时间只需要一到两分钟。整个筛查过程需要大约 10 分钟。 
护士或医生会要求您将腰部以下的衣服解开（如果您穿着宽松裙子，只需要脱掉内衣），躺在床上，膝盖弯曲并分开。将有一张纸巾或毛巾覆盖您的胃部和臀部。
护士或医生会将窥器放入您的阴道并轻轻打开。这可以让他们看到您的宫颈。窥器通常由塑料制成，而且每次筛查都要使用新的窥器。然后护士或医生使用小软刷从宫颈表面采集细胞样本。您可能会感到有些不适，但通常会很快消失。如果您感到疼痛，请告诉护士或医生，他们会尽量让您感觉舒服一些。 
您完全控制自己的筛查预约，而且可以随时要求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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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筛查结果
护士或医生将会告诉您何时可以收到筛查结果信件。有四种可能的结果。
1.HPV 阴性
HPV 阴性结果意味着我们不会做任何进一步的检查。这一结果意味着您不太可能有异常宫颈细胞。即使有此类细胞，也不太可能会引起问题。我们将在三或五年后（取决于您的年龄）致电邀请您再次接受筛查。

图中显示了如何使用窥器和小软刷采集宫颈筛查样本。
© Jo’s Cervical Cancer Trust

取样刷

膀胱

子宫宫颈
窥器
阴道

直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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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PV 阳性：无异常细胞如果您的样本检验结果是 HPV 阳性，我们还会检查其是否存在异常宫颈细胞。如果没有找到异常宫颈细胞，您的筛查结果将是您感染了 HPV，但没有异常细胞。我们将要求您比平常更快地接受筛查（您的筛查结果信件将说明何时筛查）。这样我们可以检查您的免疫系统是否已经消灭了 HPV（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情况。）。
3.HPV 阳性：发现异常细胞异常细胞分为几个“级别”，有些细胞比其他细胞更严重。您的筛查结果信件将对您的筛查结果加以说明。如果您感染 HPV 并存在任何级别的异常宫颈细胞，我们会转介您接受阴道镜检查（见第 11 页）。我们将向您发送我们的信息手册“NHS 宫颈筛查 - 阴道镜检查”。 
4.样本不充分偶尔可能会将某个样本称为“不充分”。这可能是由于技术问题，例如，实验室无法从您的样本获得 HPV 检验结果，或者无法查看是否存在异常细胞。如果您的检验不充分，我们会要求您在 3 个月内再次接受宫颈筛查。我们等待一段时间，以便再次有足够细胞可供采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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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宫颈筛查结果

87 为 HPV 阴性的妇女
......

13 为 HPV 阳性的妇女

4被转介接受阴道镜检查

9将在 12 个月后再次被邀请接受筛查

...将在三或五年后再次被邀请接受筛查

图中显示了每 100 名接受宫颈筛查妇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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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后如何处理样本根据筛查结果，您的筛查样本将由实验室保存至少 10 年。您的筛查结果将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国家计算机系统中，以便 NHS 可以将您的最新结果与之前的结果进行比较。 
了解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和 NHS 如何使用和保护您的筛查信息： 
www.gov.uk/phe/screening-data

阴道镜检查阴道镜检查通常在医院诊所进行。专家将使用带有光源的放大镜（阴道镜）仔细观察您的宫颈。他们可能会采集一个小的组织样本（活组织样本）来检查任何看起来异常的宫颈区域。如果异常细胞很严重，您可能需要治疗来将其清除。这有助于预防宫颈癌。 
您可以在我们的手册种了解关于阴道镜检查的更多信息：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ervical-screening-

colposcopy



12

NHS 宫颈筛查：帮助您做出决定

宫颈筛查可能的好处和风险是否接受宫颈筛查完全由您自行选择。为了帮助您做出决定，我们提供了与可能的好处和风险有关的信息。
可能的好处宫颈筛查有助于预防宫颈癌。在英国，宫颈筛查每年让数千人免患宫颈癌。1, 2

可能的风险宫颈筛查的主要风险来自阴道镜检查期间异常细胞的清除治疗，而不是筛查检验本身。清除异常细胞有时会导致出血或感染，而且可能影响未来怀孕。如果接受标准治疗，在清除异常细胞后怀孕妇女的早产风险不会增大。如果需要清除更多宫颈组织，早产一至两个月的风险会稍微变大。在接受这种更大范围治疗然后再怀孕的妇女中，大约 16% 的人（每 100 人中有 16 人）会受到这种影响。4

并非所有不接受异常细胞清除治疗的妇女都会患上宫颈癌。我们无法确定哪些人会患上宫颈癌，哪些人不会患上宫颈癌，因此我们为每个存在严重异常细胞的妇女提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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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的症状癌症可能会在两次定期筛查检验之间的时间段开始形成。您必须警惕任何异常现象，尤其是：
•	 在您两次月经期之间出血，性交期间或之后出血，或者绝经后出血•	 阴道分泌物发生变化

通常这些症状并不意味着您患有癌症。但如果确定您患上癌症，早期诊断和治疗意味着您更有可能活下来。

筛查不是对症状的检验。 
如果您出现了此处所列的任何变化，请不要等待下次宫颈筛查预约。应尽快去看您的全科医生。您的全科医生可以为您检查，并在必要时将您转介到妇科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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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和支持如果您对宫颈筛查有任何疑问，可以咨询您的全科医生、执业护士或者当地避孕/性健康诊所。 
有关宫颈筛查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nhs.uk/cervical 

有关阴道镜检查的更多信息，请阅读我们的手册：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cervical-screening-

colposcopy

要选择退出宫颈筛查，请访问：
www.gov.uk/phe/screening-opt-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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