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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S 肠镜筛查是一种新的测试，有助于防止肠癌的发

生。通过肠镜可发现和切除任何小的赘生物，这些赘生物

称为息肉，它们在肠道中最终可能会变成癌症。 

NHS为所有年满 55 岁的男性和女性提供肠镜筛查。

本手册旨在帮助您选择是否接受肠镜筛查。 

手册的信息包括：

   NHS 为何提供肠镜筛查 

   筛查预期会发生什么，以及

   对您的可能利益和风险。 

如果您想获得肠镜筛查相关事实和数字的摘要，请查阅第

8 和第 9 页。 

NHS为何提供肠镜筛查？ 

NHS肠镜筛查有助于防止肠癌的发生。在接受筛查的每

300 人中，该筛查即可阻止 2 人罹患肠癌，拯救 1 人的 

生命。

有一些健康问题可能让您无法接受肠镜筛查。欲了解详

情，请参阅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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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肠癌？
肠癌是用于描述始于大肠的癌症的一个术语。亦称作结直肠癌。 

肠癌一开始往往是生长于肠道的小赘生物，称为息肉。 

息肉通常不会导致症状，但如果不切除，有些可能变成肠癌。 

肠也称为肠道，帮助消化您摄入的食物。食物通过肠道后，剩下的就

是大便。 

肠道有两部分 - 小肠和大肠。大肠为粉红色，如下图所示。 

肠癌是英国第三大最常见的癌症。大约每 18 人中就有1人在其一生中

会患上肠癌。男性和女性都有该风险。肠癌在老年人中更为常见 - 大

多数肠癌患者都超过 55 岁。 

即使某个人家人中没有其他人得过肠癌，他/她也有罹患肠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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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肠镜筛查？
肠镜筛查使用一根细软管，前端有一个微型摄像机，用于观察大肠。 

肠镜可发现和切除肠道的小赘生物，亦称息肉。息肉通常不会导致症

状，但如果不切除，有些可能变成癌症。肠镜筛查的技术术语叫做软

式乙状结肠镜筛查（有时称为 ‘flexisig’）。

肠镜筛查涉及哪些事项？

肠镜筛查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或护士在 NHS 肠癌筛查中心进行。

他或她将细软管放入您的肛门，使用微型摄像机观察您的大肠内 

部情况。肠镜筛查时检查大肠的下端，大多数息肉都是在这个位置被 

发现。 

医生或护士把软管放入您的肠道后，他们会轻轻向里面泵入一些二

氧化碳气体。这样可打开肠道，让医生或护士可以看到任何息肉。 

如果发现到任何息肉，医护人员通常会将其直接切除。这通常使用通

过软管的小线圈切除。有时医生或护士会取下一小块肠组织（活检），

在显微镜下检查。切除息肉和活检都不疼痛。

如果我选择接受肠镜筛查，将发生什么事？ 
赴诊前 2 周

您所在地的 NHS 肠癌筛查中心会给您写信。信件内将附有灌肠剂和

使用说明。灌肠剂为液体，用来将大便从您的大肠中清除。这样做是为

了医生或护士可更好地观察您的肠道。灌肠剂在小塑料中，有一个喷

嘴。使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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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诊当日 

   在您离家赴诊接受肠镜筛查前大约一小时使用灌肠剂。 

   使用灌肠剂之前，您需要从塑料袋中将液体挤入您的肛门。使用灌

肠剂后，您很快就会解大便。

  灌肠剂应该让您的肠道几个小时内保持干净。

   在您到达 NHS 肠癌筛查中心后，护士或医生将会解释会发生什

么、解答任何问题、并倾听您的顾虑。

   他们会让您穿上医院的病号服，并躺在检查床上，准备肠镜筛查。 

   筛查过程中，如果您想看的话，您可通过电视屏幕看到您的肠道内

部情况。

   如果切除了任何赘生物（息肉）， 

护士或医生会立即告诉您。

 

赴诊后 2 周内

您将收到一封信，说明您的肠镜筛查结果。您的全科医生也会获得您

的检查结果。 

放入肠道内的肠镜



4

肠镜筛查要多久？

一次肠镜筛查通常只需几分钟，但整个赴诊过程可能需要大约 

一个半小时。 

您为赴诊准备和进行肠镜筛查最多可能需要半天时间，这取决于您

住的地方离筛查中心有多远。

肠镜筛查有什么感觉？

令大多数人高兴的是，肠镜筛查是无痛的。

如果您感到疼痛，那也只是片刻的感觉。疼痛最常发生于使用二氧化

碳打开肠道时，此时您可能会有腹胀或腹部绞痛的感觉。如果您感到

疼痛，请告诉医生或护士，他们会作出改变，以便让您尽可能感觉舒

适。肠息肉切除通常没有疼痛感。

少数人表示肠镜筛查令人尴尬。护士或医生会努力使您尽量放松。 

肠镜筛查是否有风险？

肠镜筛查通常是安全的，但在极少数情况下，它可能会导致肠道损害。

每 3000 人中，大约有1人可能会出现肠镜筛查导致的严重出血。有时

肠镜筛查可撕裂肠道 - 这更为罕见。

在这两种情况下，您会被立即送入医院，并且您可能需要手术。大多数

人会完全康复。

在接受肠镜筛查回家后，如果您有任何剧烈疼痛或大便带血，且持续

24 小时，您应立即就诊。

泵入肠道的二氧化碳是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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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此次不接受肠镜筛查，是否错失了机会？ 

我们只在您 55 岁时邀请一次进行肠镜筛查。

如果您在首次受邀时决定不接受肠镜筛查，您仍然可在您 

的60岁生日之前的任何时候进行。您只需拨打免费热线服务电话

0800 707 60 60 进行预约。

在 60 岁左右时，您受邀进行使用不同种类测试的更多肠癌筛查。此

次大便中隐血筛检被称为粪便隐血试验（简称 FOB 测试）。欲了解

FOB 测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肠癌筛查：事实”的手册，网址： 

www.cancerscreening.nhs.uk/bowel.

是否每个人都能进行肠镜筛查？

有一些健康问题可能让您无法接受肠镜筛查。如果您有以下情况，请

拨打免费热线服务电话 0800 707 60 60：

   您的大肠已全部切除，或用粪袋收集大便

   目前因大肠炎性肠道疾病（溃疡性结肠炎或克罗恩病）正在接受治

疗（例如，使用类固醇）

   正在等待心脏手术或在三个内接受过心脏手术

   由于肺部或心脏问题，不能连续行走超过 100 码（91.44 米），或

   认为身体太不舒服，不能赴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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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镜筛查结果
大部分人的结果都正常

300 人接受肠镜筛查，285 人的结果都会为正常。这意味着他们中

未发现息肉或癌症。

即使您的结果正常，您也务必留意肠癌症状。有时，即使检查结果正

常，之后也可能得上肠癌。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反面的‘ 

肠癌有哪些症状？’。 

有些人会有息肉

护士或医生通常会切除到他们发现到的息肉。如果切除息肉，他们会

立即告诉您。切除的任何息肉将在显微镜下检查。

在接受肠镜筛查的 300 人中，大约有 14 人将因发现到各种息肉而

进行另一项检查。这项检查通常为结肠镜检查。结肠镜检查使用更长

的细软管，进一步寻找肠道上段的息肉。欲了解结肠镜检查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结肠镜检查’的手册，网址  

www.cancerscreening.nhs.uk/bowel.

很偶然的情况是，可能要求您返回接受手术切除息肉。这种情况在

1000 名接受肠镜筛查的人中大约只有1人。

在极少数情况下，筛查会发现癌症

在接受肠镜筛查的 300 人中，大约有1人会被发现已有肠癌。如果筛

查发现癌症，护士或医生会为您安排尽快看专科医生。如果发现癌

症，很可能处于早期。这意味着您很可能有更好的机会获得成功治疗

和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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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癌有哪些症状？
即使您的肠镜筛查结果正常，您也务必留意肠癌症状。您在接受肠 

镜筛查后仍然可能患上肠癌。此外，有时肠镜筛查可能会漏检息肉 

或癌症。

肠癌的症状有：

 

如果以上任何症状 超过 3 周，您应预约全科医生。

通常这些症状并不意味着您就有肠癌。但是，如果您有这些症状， 

到全科医生处就诊更有可能早期发现癌症。

肠癌越早发现，成功治疗的机会就越大。

为了降低罹患肠癌的几率，我能做什么？
肠镜筛查是降低罹患肠癌几率的最佳方法。

您也可：

 

   大便中含血

   大便习惯的任何改变

   腹部有不明原因的肿块

 

   大便稀

   不明原因的疲倦或体重减轻，

以及

  腹部膨胀、肿胀或疼痛。

  保持体力活动 

   保持健康的体重

   多吃水果和蔬菜及其他高纤

维食物

   少吃红肉和加工肉

   适度饮酒，并且

   不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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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镜筛查有助于防止肠癌的发生
如果不接受筛查，300 人中有 5 人 在 10 年内会得上肠癌。 

如果接受筛查，这一数字会降到 2 人以下。

肠镜筛查有助于防止因肠癌导致的死亡
如果不接受筛查，300 人中有 2 人在 10 年内会死于肠癌。 

如果接受筛查，这一数字会降到 1 人以下。

上述数字是目前最好情况的估计。专家预计，在 55 岁接受肠镜筛查防

止肠癌的时间远远超过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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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镜筛查的事实和数字
“是否可预防我得上肠癌？” 

在接受筛查的每 300 人中，会有不到 2 人在 10 年内得上肠癌。 

请参阅背面了解更多信息。 

“是否可预防我死于肠癌？” 

在接受筛查的每 300 人中，会有不到 1 人在 10 年内死于肠癌。 

请参阅背面了解更多信息。

“是否有风险？” 
每 3000 人中，大约有 1 人可能会出现肠镜筛查导致的严重出血。 

更罕见的情况是，筛查可撕裂肠道。

“是否可能漏检？” 

肠镜筛查可查出五分之四的可能会转变成肠癌的息肉。

“我是否可能需要更多的测试？” 

在接受肠镜筛查的人中，大约 5% 的人将要接受结肠镜检查以查看

全部的大肠。

“需要多长时间？” 
您为赴诊准备和进行肠镜筛查最多可能需要半天时间。

“是否尴尬？” 

大约 95% 的表示肠镜筛查不会使人尴尬。

“是否疼痛？” 
大约 80% 的人表示他们没有感觉到疼痛或只有轻微的疼痛。 

大约 3% 的人表示在肠镜筛查期间感觉到严重的疼痛。

“如果接受筛查我是否会满意？” 

大约98%的人表示对肠镜筛查感到满意。

肠镜筛查有助于防止肠癌的发生
如果不接受筛查，300 人中有 5 人 在 10 年内会得上肠癌。 

如果接受筛查，这一数字会降到 2 人以下。



如果我有疑问，可联系谁？
如果您对肠镜筛查有任何疑问或顾虑，请致电免费服务热线 

0800 707 60 60.

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包括撰写本手册资料来源的参考资料， 

请访问 www.cancerscreening.nhs.uk/bowel.

本手册还提供盲文、音频和大字版本。您可以找到本手册英语以外的

其他语言版本，网址：www.cancerscreening.nhs.uk/bowel.

以下空白处供您做笔记…

知情选择团队撰写，此团队是 King’s Health Partners 的专家小组。  

www.informedchoiceaboutcancerscreening.org 

由 NHS 癌症筛查计划资助。2013 年1月。复审时间 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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