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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S 宫颈筛查：阴道镜检查

为什么您需要做阴道镜检查
由于您之前所做宫颈筛查检验（以前称为“涂片检查”）的结果，我们
邀请您做阴道镜检查。这通常是由于以下原因之一：

•	 我们在您的宫颈中发现了一些异常细胞以及人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 

•	 您的 HPV 感染尚未消失
•	 我们无法对您的几项筛查检验给出结果（很可能一切正常，但通
过阴道镜检查能够予以确定）

•	 为您做筛查检验的护士或医生认为您的宫颈看起来不太健康

大多数接受阴道镜检查的妇女没有患宫颈癌。

阴道镜检查
在阴道镜检查中，医生检查宫颈是否存在异常细胞及其严重程度。
这是您的宫颈筛查检验的后续步骤。阴道镜检查通常在门诊医院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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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阴道镜检查证实您的宫颈存在异常细胞，可能需
要将其清除以帮助预防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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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阴道镜检查
预备事项
如果您希望女护士或医生为您做阴道镜检查，请在收到预约后致电
诊所来提出这一要求。

如果您认为您可能会在所预约的检查日期来月经，可以致电诊所来
预约其他日期。但如果您愿意，您仍然可以在月经期间如约到诊所
接受检查。 

为了在阴道镜检查期间便于医生观察您的宫颈，请至少在 24 小时
之前不要有性行为或使用阴道药物、润滑剂或乳膏。 

前来接受检查时，您应该带来卫生护垫，这是因为在阴道镜检查后
可能会有少量阴道分泌物。如果采集小的组织样本（活组织样本），
还可能有一些出血。

您可以选择让朋友、伴侣或家人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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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诊所检查时
您需要将腰部以下的衣服解开，躺在床上，膝盖弯曲。将要求您将双
腿放到一些带衬垫的支撑装置上。将有一张纸巾或毛巾覆盖您的胃
部和臀部。检查大约需要 10 到 20 分钟。 

就像在筛查检验时一样，护士或医生会将窥器放入您的阴道并轻轻
打开。然后他们将使用阴道镜仔细观察您的宫颈。阴道镜不会进入
您的体内，甚至不会接触您的皮肤。它位于阴道外约 30 厘米（12 英
寸）。来自阴道镜的宫颈图像有时会显示在屏幕上。这有助于护士或
医生更清楚地看到您的宫颈。

他们会在您的宫颈上涂抹不同的液体。这些液体可使任何异常细胞
变为不同颜色，以便医生更容易看到它们。如果护士或医生发现任
何异常，他们可能会在几毫米范围内采集一些小的组织样本（活组
织样本）。然后将在实验室检验该样本。

阴道镜检查可能让人感到不舒服，有些人可能会感到疼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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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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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诊所检查后
大多数人都感觉很好，可以立即从事日常活动，但有些人可能需要
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您的阴道可能会有一些褐色分泌物，这些是阴
道镜检查期间使用的液体。

在接下来的几天，您的阴道可能会有轻微出血，在采集了组织样本
情况下尤其如此。这是正常情况，通常在三到五天后消失。最好避免
性行为，避免使用卫生棉条、任何阴道药物、润滑剂或乳膏，直到出
血停止。

阴道镜检查

显示器
腿部支撑装置

阴道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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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结果
护士或医生也许能够立即告知您他们发现了什么。如果对您采集了
组织样本，需要在实验室进行检验。如果是这种情况，将在大约四周
后通过邮寄向您通知检查结果。 

正常结果
10 人中大约有 4 人的阴道镜检查结果正常。如果您的阴道镜检查结
果正常，这意味着您的宫颈看起来很健康，在下次筛查检验之前患上
宫颈癌的风险很低。 

即使您的宫颈筛查检验的结果异常，阴道镜检查的结果也可能正常。

证实存在异常细胞
10 人中大约有 6 人会在阴道镜检查中发现异常细胞。异常细胞的医
学术语是 CIN（“宫颈上皮内瘤变”）。CIN 不是癌症，但有时会继续发
展成癌症。

根据您的阴道镜检查和活组织检查结果，医生将确定是需要清除还
是暂时保留异常细胞。这将取决于您的 CIN 是“低级别”还是“高级别”
（见下文）。

CIN 1（“低级别”） 
不太可能发展成宫颈癌。当您的免疫系统清除 HPV 时，异常细胞通
常会自行消失。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情况。我们通常会在 12 个月后邀
请您接受另一次宫颈筛查检验，以检查您是否仍有 HPV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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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 2 或 CIN 3（“高级别”）
您患宫颈癌的几率高于具有低级别 CIN 的妇女。我们通常会为您提
供治疗以清除异常细胞，这可以降低您患上宫颈癌的风险。 

宫颈癌
在罕见情况下会发现接受阴道镜检查者患有宫颈癌。如果您是这种
情况，我们会向您推荐专科团队的护理和治疗。通过筛查诊断出的
癌症通常处于较早期阶段。早期癌症患者比晚期癌症患者更容易活
下来。 

宫颈上异常细胞的清除治疗
对于高级别异常细胞的常规治疗是将其清除，同时注意不能损伤
宫颈的健康部位。清除异常细胞的最常用治疗方法是 LLETZ（“转
化区大环形切除术”）。您可以在 NHS.UK 网站 (www.nhs.uk) 上搜
索“colposcopy treatment”（阴道镜治疗），了解与此相关的更多信
息。

有些人需要返回诊所再做一次阴道镜检查并接受治疗，但通常在第
一次阴道镜检查期间就可以清除异常细胞。

如果您需要返回诊所接受治疗，该治疗同样是在门诊诊所进行。我
们在治疗中通常使用局部麻醉剂，因此您将保持清醒，但不会感到
任何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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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我们将会比平常更快地邀请您接受宫颈筛查检验，以确定
治疗是否成功。

如果您已经怀孕，我们将在您分娩后清除异常细胞。您应与护士或
医生讨论最好在何时完成这项治疗。

治疗风险
虽然这种治疗能够有效预防宫颈癌，但仍有一定风险。

清除异常细胞存在感染风险。如果出现以下感染迹象，您需要去看
全科医生： 

•	 大量出血
•	 持续流血
•	 出现有异味的阴道分泌物
•	 您的肚子持续疼痛 

清除异常细胞可能会影响您未来怀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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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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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tanon, A 等人 (2014)。英格兰宫颈上皮内瘤变切除深度增大的早产风险：巢
式病例对照研究。英国医学杂志；349: g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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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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有这些迹象，请尽快去看全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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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道镜检查后如何处理组织样本
您的组织样本将由实验室保存至少 10 年。在医疗服务机构其他单
位工作的员工可能会看到您的阴道镜检查结果，这样他们可以确保
最好的服务质量，并提高专业人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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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无法确定那些人会患上宫颈癌，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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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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和支持
有关更多信息，您可以：

• 与您的全科医生或执业护士交谈
• 访问www.nhs.uk/cervical
• 访问 www.gov.uk 并搜索“cervical screening”（宫颈筛查）
• 拨打 Jo’s Cervical Cancer Trust 帮助热线 0808 802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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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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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提供有 HTML 版本。您可以以大字体
查看和下载本手册，还可以使用屏幕阅读器
得到音频版本。访问：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
cervical-screening-colposcopy

我们可以提供盲文版本。电子邮箱： 
phe.screeninghelpdesk@nh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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