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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早期筛查
让我们提早预防癌症



为什么撰写本手册？
“癌症早期筛查”是指以确定早期肿瘤为目的的一系列检

查。这些检查的对象是表面上健康的人群，即无任何癌症迹

象和征兆的人群。大约不到50%生活在意大利的女性移民接受

早期子宫颈涂片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宫颈癌；43%的人则进

行乳房x光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乳腺癌。但是这些比例与同

年龄段的意大利妇女相比相差甚远：她们大约72%定期参加早

期子宫颈癌涂片检查；73%进行乳房x光检查。那么这些检查

到底是什么？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有何特征？收费情况

如何?本手册将提供目前在意大利非常普遍地针对乳腺癌、宫

颈癌和结肠直肠癌的癌症筛查的信息。这些筛查对健康至关

重要。科学的数据表明,这些疾病新病发病率与这些预防性检

查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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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协力抗癌基金会（Insieme Contro il 

Cancro）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

宗旨在于：通过交流、教育、研

究、预防（包括对生活方式的

辨别和选择）、诊断、治疗、康

复、重新融入社会等活动，全方

位抗击癌症



早期子宫颈涂片检查

女性中最易发病的癌症中，宫颈癌在若干年

前还是位列乳腺癌之后的第二大癌症。在采

取强势的预防措施后，目前它已经跌至第

四位。

✔ 如何操作?

•  从宫颈处切下一小涂片，然后交由实验

室检查。整个切片全程由妇科医生负

责，持续5 - 10分钟。一般情况下是无

痛的，虽然某些敏感的女性可以会产生

不适：

•  切片过程中，妇科医生在阴道里插入

一个叫做金属镜的器械，用于扩张阴

道内壁，从而能够使宫颈可见。

•  通过抹刀从表皮去下少量细胞，然后用

刷子再次在子宫颈内 部取下少

量细胞。

早期子宫颈涂片检查可以诊
断子宫颈（宫颈）的细菌或
真菌（如假丝酵母）感染，
以及宫颈肿瘤。



✔ 术后无需观察，除非手术医生有不同建议。故而

被检查人可以离院回家。而检查结果将在数天后通

知本人。

✔ 妇产科医生建议：第一次的检查时间应在20到

25岁之间，但是若在18岁之前就已经开始性生活，

则检查时间需提前。

✔ 检查应避开月经期，检查前不要进行性交和阴

道冲洗。涂片取样应在经期结束后3 - 5天至下一

经期来临前3 - 5天这个区间内进行。。 

✔ 一般而言，早期子宫颈涂片检查应每三年进行一

次，但如果医学上有不同评估的，则检查的频率可

更高。 ✔早期筛查
在意大利，早期子宫颈
涂片检查由大区组织，
大区有关部门会邀请目
标女性进行该项检查。
如果您并为收到这样的
邀请信，请向您的当地
卫生局(ASL) 咨询。



✔人乳头状瘤病毒

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宫颈癌是由称为人

乳头状瘤病毒(HPV)的病毒所引起的。它

主要（虽然不完全）是通过性生活传播。

病毒的目标细胞是皮肤和粘膜不断再生的

上皮细胞。与感染位置和感染HPV种类相

关，HPV可导致皮肤上的疣和粘膜上的乳

突淋瘤。值要指出的是，许多乳突淋瘤会

自动恢复而不造成任何损害。当然，人

们最好避免此等风险。为避免HPV病毒感

染，人们发明一种能够在身体遭遇此种病

毒时抑制感染的疫苗。在意大利，所有12

岁以上的女孩均可免费注射疫苗。有关更

多信息，可请向当地卫生企业或家庭医生

咨询。疫苗通过手臂肌肉注射，分三次注

射 （依次间隔时间分为2个月和6个月）。

三次注射完毕后，无需再行注射。经验表

明，疫苗对保护男孩的健康也是必不可少

的。实际上，三分之一的HPV病毒感染与男

性有关。与女性不同，男性没有任何有效

的方式或检查（如(早期子宫颈涂片检查)

）来确定病毒的存在及其后果。事实上，

越来越多的国家建议是对男孩也进行疫苗

注射。男性注射疫苗的年龄为9岁-26岁之

间，女性为9岁至45岁。关键是要尽早保护

自己，在初次性行为之前进行疫苗注射。

注意：疫苗接种与早期子宫颈涂片检查互

不排斥



乳房x光检查

乳腺肿瘤是女性最害怕的疾病，而乳腺癌又是女性最

常见的癌症。乳腺肿瘤是因为乳腺内大量细胞肆意、

异常生长而形成。它可以是:

•  非侵袭性的。当上述细胞只在器官(管道、乳

头等)内部生长，该乳腺肿瘤为非侵袭性的，

它被称为原位癌；

•  侵袭性的。当上述细胞能从原点扩散自它

处，该乳腺肿瘤为侵袭性的。它是最常见的

类型，占乳腺肿瘤的70 - 80%。但若提早发

现该肿瘤，则可以进行有效治疗。事实上，

可通过简单的治疗即可大大减少恶化的风

险。乳房x光检查是早期发现的最重要的途

径，是预防癌症的关键武器。实际上如果该

病发现及时，治愈率可超过90%！

✔ 哪些现象需要引起注意?

乳腺肿块通常是第一个警钟。触摸乳房，有增厚感或有结

节，或者乳头溢液或其他异常现象，则应当即时咨询医

生。另外，应对乳房经常进行自我检查。若发现如下现

象，就应立即咨询专家:

•  乳房或腋窝处有硬质结节（通常是无痛和单侧的)

•  乳房肿胀

•  乳房皮肤呈橘皮样状或皮肤过敏

•  乳房的大小或形状突变

•  乳头形状或颜色突变

乳房x光检查的目的是确认乳房里
是否存在肿瘤。



✔ 乳房x光检查是什么?

乳房x光检查是一种x光检查，它虽不能阻止疾病的发

展，但即时处于乳腺癌早期时，它也有助于确诊。乳

房x光检查确诊的早期乳腺癌，25%的癌细胞，其大

小均小于2厘米，如此便可得到最有效的治理。事实

上，在早期癌症筛查发现的早期癌症中，有多达70 - 

80%的癌症有很大的几率被成功治愈。

✔ 乳房x光检查如何进行?

乳房x光检查时，被检查人需要直立、袒胸，依次将

两个乳房放在一个可以自动调节高度的架子上进行

检查。 检查设备会在乳

腺上施加一定的压力，一

边获得质量更好的图像。

整个检查持续若干分钟。

在乳房进行临床评估时，

也可进行该项检查。该检

查是对乳房进行“双重投

影”(平面和侧面)。为保

证更高的精确度，检查结

果需分别依据两张不同X

光片独立得出。如果检查

✔早期筛查
在意大利，乳房x光检查
由当地卫生局组织。当
地卫生局每隔24月会向目
标女性（通常她们的年
龄在50-69岁之间）寄发
通知。



结果良好，则需进一步的检查：乳房x光复查、超

声波检查和临床检查。通过乳房x光检查，可发现

如下征兆：乳房增厚、微钙化现象和小至几毫米的

结节！该检查使用 X射线剂量非常有限，造成的危

害性微不足道。

✔乳腺癌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吗?

据统计，只有1/10的乳腺癌跟遗传有关。但这不能排除基

因的重要性。实际上，肿瘤的产生是一个或多个基因发生

功能异变的结果；在多数情况下，是影响基因结构的环境

发生变化的结果。幸运的是，一个基因的异变不足以导致

病变，通常需要单个细胞内至少5-6个基因发生异变才能发

生病变。



结直肠癌的预防

它是约1.5米长的中空器官，内壁

有不同层次的结构组成。其中最里

层被称为直肠粘膜，具有丰富的

腺体，由上皮细胞组成，能够分

泌粘液。结直肠肿瘤涉及的恰恰

是分布在直肠整个表面的上皮细

胞。非常不幸的是，结直肠癌并

不 总是有明显的症状，至少在早期

阶段是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

结直肠癌源自结节的恶变。结

节本身是良性的小肿瘤，是肠

道粘膜细胞无控繁殖的结果。

多年来，主要存在两种方式

可以提早筛查结直肠癌：

第一个是“粪便隐血检

查”(FOBT)；第二个是

直肠(或大肠)是消化
系统的末端部分。



直肠乙状结肠镜检查。

研究表明，这两种筛查方式可以对肿瘤的发展产生重

大影响，以便人们及时采取行动对抗癌症：

✔  对于粪便隐血的检查可以确定是否存在癌前病变或

者息肉病变导致的隐秘流血现象。而这些现象肉眼

是不易察觉的。

✔   近年来，发明了一种称作直肠乙状结肠镜检查的

筛查方式。该方式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能够轻

易识别乙状结肠处是否存在癌细胞（70%结直肠癌

发源于乙状结肠处）。另外在该检查中，可直接切

除息肉。对于58到60岁的人而言，该检查建议只做

一次。若检查的结果是阴性，则无需复查。研究表

明，阴性的结果能给予超过十年的保护

✔
筛查

粪便隐血检查每24个月免

费作一次。当地卫生局

（ASL）会通知50-70岁的

男性和50-74岁的女性做

该项检查。如果检查结果

呈阳性，则被建议尽快做

直肠乙状结肠镜检查。



在饭桌上也可抗击癌症…

对于癌症尤其结肠直肠癌的预防，新鲜蔬菜已被证明非常有效。例如，西兰花就非

常有利于预防癌症。对于如下含有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抗氧化剂）的蔬菜的饮

食偏好，将非常有利于预防癌症：所有类型的卷心菜，深绿色叶子的蔬菜(菠菜、

甜菜)和橘黄的蔬菜(胡萝卜、南瓜)。像洋葱、大蒜、韭菜等球茎也是理想预防癌

症的食品。就水果而言,橘橙类应是首选，同时应避免那些含糖太多的水果。而猪

肉牛肉、盐和酒精饮品属于应减少食用的食品。

…掐灭香烟

目前可以确信的是：烟草和结直肠癌之间有紧密联系。根据美国的一项涉及18.4

万烟民的调查研究表明：烟民比非因烟民得结直肠癌的几率高约27%。戒烟者的

患病率略低，但仍有23%的比例。现在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因

为烟龄越长意味着身体受有害物质的侵害程度越深。故而应

尽早戒烟。实际上，戒烟之日起，结直肠癌的风险逐渐降

低。如果在40岁之前戒烟，结肠癌的风险可能消失。相

反，如果在40岁之后戒烟，则须经过30年后，其直肠癌患

病率才能与非烟民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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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早期筛查”是指以确定早期肿瘤为目的的一系列检查。这些检查的对象

是表面上健康的人群，即无任何癌症迹象和征兆的人群。在意大利，存在免费的

针对宫颈癌、乳腺癌和结肠直肠癌的早期筛查 

• 早期子宫颈涂片检查可以诊断子宫颈（宫颈）的细菌或真菌（如假丝酵母）感

染，以及宫颈肿瘤。该检查从宫颈处切下一小涂片，然后交由实验室检查。整个

切片全程由妇科医生负责，持续5 - 10分钟。建议作检查的年龄

段为：20-25岁；该检查应每三年重复一次

• 乳房x光检查是早期发现乳腺癌症状的最重要的

途径，预防该癌症的关键武器。实际上如果

该病发现及时，治愈率可超过90%！乳房x

光检查是一种x光检查，能够在乳腺癌

早期时，发现病症。乳房x光检查由当

地卫生企业组织。当地卫生局(ASL)

每隔二年会向目标女性（通常她们

的年龄在50-69岁之间）寄发一次

检查通知。

• 结直肠癌早期无明显的症状，

目前早期筛查有两个方式，以便

趁早确证：“粪便隐血试验”

和“直肠乙状结肠镜检查”。

粪便隐血检查每24个月免费作一

次。当地卫生局（ASL）会通知

50-70岁的男性和50-74岁的女性

做该项检查。如果检查结果呈阳

性，则被建议尽快做直肠乙状结

肠镜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