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宫颈筛查检测？ 
宫颈筛查检测旨在检测你的子宫颈的健康状态。 
子宫颈指的是你的阴道进入你的子宫的通道。宫颈筛查是可以预
防宫颈癌的最佳方法。
筛查检测并不是癌症检测。这只是一项帮助预防预防癌症发生的检
测。
这是可以保护你免受宫颈癌的侵害的最好的方法，所以，在你需
要定期接受筛查检测时，请不要推迟检测。

什么是HPV宫颈筛查？
这是一种新的新的宫颈筛查的方法。它叫做HPV宫颈筛查，这项检测
于2020年被引进爱尔兰。这类宫颈筛查检测已经普遍应用于澳大
利亚，荷兰，英格兰和威尔士。在这类检测中，检测人员会首先
检测你的宫颈筛查样本中是否存在人乳头状瘤病毒（HPV）-一种
可以导致宫颈癌的病毒。
如果你的筛查样本检测出了HPV病毒，检测人员会对该样本进行
进一步检测，以确认你的子宫颈中是否存在异常（癌症前期）的
细胞病变。
这类筛查 :
• 是一种更好的宫颈筛查的方法
• 可以预防更多的癌症
• 意味着一些群体可以接受更少的检测
如果你此前接受过宫颈涂片检测，宫颈筛查测试和宫颈涂片检测
的体感是相同的。

HPV宫颈筛查检测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这类筛查检测通常需要花费5分钟。
1. 你需要脱去腰部以下的衣物，然后躺在沙发上。
2. 你可以侧躺或者平躺，你可以选择你感觉更舒适的姿势。
3. 医生或者护士会小心地将一个叫做窥器的检测工具放置在你的

阴道中。窥器可以让你的阴道壁保持开放状态，这样，医生才
可以看到你的子宫颈。

4. 医生或者护士会用一个柔软的刷子收集你的子宫颈的细胞样
本。

一些人可能在检测过程中感到不适或者尴尬，但是大多数人并不
会感到疼痛。如果你在检测中感到疼痛，请告诉医生或者护士，
他们可能会采取措施减轻你的痛感。

宫颈筛查有什么好处？
定期的HPV宫颈筛查：
• 拯救生命
• 可以在子宫颈出现异常细胞之前发现HPV病毒
• 可以在癌症症状出现之前发现异常细胞病变
• 可以在易于治疗的时期发现异常细胞病变

较早地发现HPV病毒和异常细胞是预防宫颈癌发生的最佳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定期接受筛查检测很重要。

宫颈筛查有哪些局限性？
宫颈筛查的主要局限性包括 :
• 宫颈筛查无法防止所有宫颈癌的发生
• 一些人在接受定期筛查检测后仍可能罹患宫颈癌
• 一些异常的细胞病变可能无法被检测到
• 筛查无法发现每一个异常的细胞病变
• 有时，检测结果可能不准确

检测人员将如何处理我的样本？
你的样本将会被传送给有质量保证的实验室（实验室）。在实验
室里，检测人员会对样本进行检测，以确认你是否感染了HPV病
毒。如果你的HPV病毒感染呈阳性，两名专家将会对你的样本进
行进一步检测，以检测细胞变异。如果他们发现了任何变异的细
胞，你需要接受额外的检测，即阴道镜检测。阴道镜检测是一项
更精细的子宫颈检测。

为什么一些异常的细胞病变检测不到？
检测人员首先会对你的样本中的HPV病毒进行检测。如果发现了
HPV病毒，检测人员将会进一步对异常细胞进行检测。
但是，并不是所有罹患宫颈癌的患者在筛查中都可以检测到HPV
病毒。
HPV病毒检测呈阴性-即样本中没有发现HPV病毒-也并不意味着你
在未来没有被感染的风险。
有时，异常的细胞病变可能会被漏掉，因为：
• 有时，异常细胞和正常细胞外观相似
• 样本中的异常细胞数量极少
• 对你的样本进行检测的人员可能没有发现异常细胞（这种情况

偶尔会发生，无论检测人员的资历如何）

任何筛查检测项目都无法保证能够发现所有样本中含有异常宫颈
细胞的患者。
宫颈癌的形成需要经过很多年。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常细胞需要
10到15年才会发展成为异常细胞。
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定期准时接受你的宫颈筛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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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怎么样得到我的检测结果？
你的检测结果将通过邮寄的方式寄送给你，通常在检测后的4个星
期内。结果将会被寄送给你的GP（医生）或者诊所。

我的检测结果意味着什么？
检测结果通常包括四种。

1. 没有发现HPV病毒1. 没有发现HPV病毒
你的结果显示在检测当时，你没有HPV病毒感染。根据你的年
龄，你需要在3年或者5年后接受下一次宫颈筛查检测。

2. 发现HPV病毒，但是没有发现异常细胞病变。2. 发现HPV病毒，但是没有发现异常细胞病变。      
你的结果显示你感染了HPV病毒，但是，但是，没有发现异常的细胞病
变。你需要在12个月之后重新接受检测。你的身体将在这段时间
里清除HPV病毒。

3. 发现HPV病毒，并且发现异常细胞病变3. 发现HPV病毒，并且发现异常细胞病变  
你的结果显示你感染了HPV病毒，并且，你的子宫颈中出现异常
细胞病变。你需要接受后续的阴道镜检测-一项更精细的宫颈检
测。这和宫颈筛查类似。

4. 样本不足 4. 样本不足 
这意味着实验室无法对你的筛查检测样本进行处理。你需要在3个
月内重新接受宫颈筛查检测。

同意接受检测
在你每次接受宫颈筛查检测时，我们都需要获得你的同意，你需
要在检测前签署宫颈筛查表格。如果你无法在表格上签字，我们
会在医生或者护士的见证下获得你的口头同意，或者帮助你在表
格上留下记号。
这是为了确保你：
• 已经得到了有关宫颈筛查的好处和局限性的信息
• 理解了这些信息
• 已经确认了你的姓名，住址和其它的个人信息（这可以帮助我

们确认我们掌握了你的最新的住址，以保证联络的顺畅）
• 允许我们获取和保存你的个人信息和筛查历史，并且将你的个

人信息和筛查历史与其它提供HPV宫颈筛查项目的机构进行共
享

切记:切记: 只有你本人可以同意接受我们的筛查检测。在筛查检测之
前，我们必须获得你的同意。你可以随时联络我们以撤销同意。
你可以拨打免费电话1800 45 45 55 或者发送邮件至 
info@cervicalcheck.ie 联系我们。
这意味着我们将不会再就宫颈筛查项目的事项联系你。

我们会如何使用你的个人信息？
CervicalCheck会获取和安全地存储你的个人信息（姓名，地址，
电话号码，出生日期，PPSN，出生时姓氏和母亲的婚前姓氏）
以及宫颈筛查历史。你的宫颈筛查历史和你接受CervicalCheck的
检测相关。
这可能包括HPV宫颈筛查结果，阴道镜检测，治疗和活体组织切
片（检测样本）结果。
在你的下一次检测日期之前或者当你可以获得你的检测结果时，
我们会利用你的个人信息联络你。我们也会将你的信息和其它提
供宫颈筛查项目的医疗部门进行分享。这包括对你进行筛查检测
的医生或者护士，实验室检测人员，阴道镜检测诊所和爱尔兰国
家癌症登记系统。这是为了保持和提升筛查服务的品质。
我们可能使用你的筛查检测样本用于教学，评估和审核，以及项
目有效性和质量的检测。我们还可能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邀请你参
加调研活动。
你可以选择是否接受筛查。我们绝不会在任何教学或者评估报告
中使用你的姓名。我们会遵照最新的数据保护条例保证所有个人
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如果你提出申请，你将可以获取所有CervicalCheck所掌握
的你的个人信息。如果你的个人信息发生变化，请及时通知
CervicalCheck，这很重要。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获取你的记录，
请访问hse.ie/gdpr/data-requests/。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hse.ie/gdpr/的HSE隐私公
告-患者和用户。
 

和你联络
在以下情况下，我们会以公开，诚实，及时和透明的方式联络
你： 
• 如果你的护理出现问题
• 如果你因为护理收到侵害
• 如果我们认为可能发生侵害

这意味着我们会随时向你更新有关你的宫颈筛查检测项目的事项
和信息。
在我们得到你的检测结果时，我们会将结果传送给你，并且
我们会对你的检测结果进行解释说明。你也可以访问hse.ie/
cervicalcheck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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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What is a cervical screening test? 
A cervical screening test checks the health of your cervix. 
The cervix is the opening to your womb from your vagina.
Cervical screening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protect 
yourself from cervical cancer. 
It’s not a test for cancer. It’s a test that can help prevent 
cancer from developing.
It’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protect yourself from cervical 
cancer so do not delay having a cervical screening test 
every time it’s due.

What is HPV cervical screening?
This is a new way of cervical screening. It is called HPV 
cervical screening and was introduced in Ireland in 2020. 
This type of cervical screening has already been introduced in 
Australia, the Netherlands, England and Wales. Your cervical 
screening sample is first checked for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 a virus that can cause cervical cancer.
If HPV is found, the same test sample is checked to see 
if you have any abnormal (pre-cancerous) cell changes in 
your cervix. 
This way of screening:
•  is a better way of cervical screening 
•  prevents more cancers
•  means some people will have fewer tests
If you have had a smear test before, having a cervical 
screening test will feel the same.

How is a HPV cervical screening test done?
The screening test usually takes about 5 minutes.

1.  You will be asked to undress from the waist down and 
lie on a couch.

2.  You can lie on your side or on your back, whichever is 
more comfortable for you.

3.  The doctor or nurse will gently put an instrument called 
a speculum into your vagina. This holds the walls of the 
vagina open, so they can see your cervix.

4.  A small, soft brush will be used to gently collect a 
sample of cells from the cervix.

Some people find the procedure uncomfortable or 
embarrassing, but for most it’s not painful. If you find the 
test painful, tell the doctor or nurse as they may be able to 
reduce your discomfort.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cervical screening?
Regular HPV cervical screening:
•  saves lives
•  can find HPV before it causes abnormal cells in the 

cervix
•  can find abnormal cell changes before symptoms 

develop
•  can find abnormal cell changes when they are easier  

to treat

Finding HPV and abnormal cells early is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cervical cancer developing.
This is why having regular screening tests is important.

What are the limitations of cervical 
screening?
The main limitations of cervical screening are:
•  cervical screening will not prevent all cases of cervical 

cancer
•  some people will still develop cervical cancer despite 

regular screening
•  some abnormal cell changes may be missed
•  screening will not find every abnormal cell change
•  sometimes test results are not accurate

What happens to my sample?
Your sample will go to a quality-assured laboratory (lab).  
In the lab your sample will be tested to see if you have a 
HPV infection. If you have an active HPV infection, two 
experts will examine your sample for cell changes. If they 
find any changes, you will need a follow-up test called 
a colposcopy. A colposcopy is a more detailed look at 
your cervix. 

Why are some abnormal cell changes 
missed?
Your sample will be checked for HPV first. If HPV is found, 
it will also be checked for abnormal cells.
But not everyone who develops cervical cancer will have 
HPV found at screening. 
A negative HPV test – one where no HPV was found 
–  also does not mean you won’t get the infection in the 
future.
Abnormal cell changes will sometimes be missed 
because:
•  sometimes abnormal cells can look similar to normal 

cells 
•  there may be very few abnormal cells in the sample
•  the person reading your sample may miss the abnormal 

cells (this happens occasionally, no matter how 
experienced they are)

No test in any screening programme will find every person 
who has abnormal cervical cells.
Cervical cancer takes many years to develop. In most 
cases, it takes 10 to 15 years for cells to go from normal 
to abnormal to cancer.
This is why you should always go for your cervical 
screening test when it is due.

Information sheet on 
cervical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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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筛查 
表格

未填写完整的表格将会被退回。未填写完整的表格将会被退回。
请和客户确认此表格上的所有信息都是准确无误的。
确认后，请将样本玻璃瓶上的号码条揭下，然后附在此表格上。

客户信息客户信息

仅限实验室人员使用仅限实验室人员使用

我已经理解相关事项，并且我同意接受CervicalCheck 的筛查检
测。

医生/护士医生/护士

检测玻璃瓶号码:

个人公共服务号码 医生/护士姓名：

地点/诊所：

地址：

数字 字母

CSP ID

Eircode:

请确认以上的个人信息是准确无误的

客户签名:            

CervicalCheck 不接受第三方的同意授权。

医院号码 
（如果适用）

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

医生/护士ID:
(MCRN/NMBI号码 )码)No.)

诊所接待医生ID 或者 诊所 ID:
 (MCRN)

检测日期

相关诊所信息相关诊所信息 (请勾选对应的选项)

OCP/荷尔蒙/HRT      IUCD       绝经后   

已接种HPV疫苗      阴道镜涂片检测后    部分/ 全部子宫切除       

移植前/后       透析      

DES       CD4i       性交出血后      绝经后出血后                 

样本来源:     子宫颈            盆腔 （子宫全切术后）     

筛查历史

实验室名称 检测日期 阴道镜结果 HPV检测结果

治疗历史

诊所名称 日期 治疗手段 结果

如果子宫颈存在，涂片提取者必须观察整个子宫颈，然后正确地将样本采集器旋转5 x 360°获
取样本。样本提交时默认已经完成了这一步骤。

LMP

姓氏 填写信息时请使用大写字母

名字

中间名字

出生时姓氏

母亲的婚前姓氏

通信邮寄地址

个人健康识别码 (IHI):

出生日期

年 日 月 年 日 月

年 日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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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ion Specimen 
Number:

Barcode

Final Report
Signature

Management Recommended

1o 2o

Path

TZ Cells                          Yes                       No

Date Received in 
Laboratory

Date Reported YearDay Month

YearDay Month

YearDay Month

LABORATORY USE ON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