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否该进行
前列腺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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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

什么是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的
真相...

...了解真相
您或许听说过前列腺癌，

甚至身边有人罹患前列腺

癌。本手册将为您简单介

绍每个人都该了解的前列

腺癌知识。

前列腺是位于男性膀胱下方的

一个核桃形腺体，该腺体的异

常生长可导致前列腺癌，同时

癌细胞可能会入侵周围甚至更

远的器官。

是的！前列腺癌是新加

坡男性中第三常见的癌

症，且患癌风险随年龄

增长而提升。因前列腺

癌导致的死亡病例并不

普遍，因为仅有部分患

者会发展至癌症晚期。

对于一般的健康男性而

言，前列腺癌的死亡风

险约为3％。

前列腺癌是否与良性前
列腺增生 (BPH) 有关？

什么是前列腺癌？

不！前列腺癌与良性前列

腺增生 (BPH) 是不同的

疾病。若患有良性前列腺

增生症，前列腺的生长会

影响尿流功能，但不会扩

散到其它器官，亦不会影

响寿命。

前列腺



前列腺癌是一
种危险的疾病吗？

但这种情况不常发生。

前列腺癌是
否能治疗？

有可能。若您所患的前列腺

癌快速增长，则癌细胞将可

扩散至前列腺以外的其它器

官，称作转移性前列腺癌。

许多前列腺癌的肿瘤生长缓

慢，因此多半仍限于前列腺

的范围内，对寿命不造成影

响。生长缓慢的肿瘤可能不

需要治疗，但必须进行密切

的病程监测。

可以！对于快速增长的前列

腺癌，目前有许多治疗方法

。然而，当其扩散至前列腺

以外的部位，治疗虽可控制

病情及减缓扩散速度，但很

难完全治愈。

不一定。前列腺癌的早期

阶段，可能毫无症状。 

一旦癌细胞扩散，则会产

生严重的症状。

前列腺癌是否会
有任何症状？

在所有因其他不相关病因（例如
心脏病）死亡的八十岁男性中，
近半数男性的前列腺内藏有缓慢

增长的癌细胞。

通过体检可早期诊断前列腺癌，

从而把握治愈的最佳时机。



不同阶段的前列腺癌

肿瘤

诊断阶段 晚期前列腺癌

症状

治疗

成效

• 缓慢增长的癌症可能
仅需进行病程监测

• 快速增长的癌症可通
过切除前列腺或进
行前列腺放射治疗
来治愈

• 通常没有症状
• 可能会出现泌尿系统
症状

• 90％的患者可存活
超过15年

• 通过治疗后的癌症
扩散机率偏低

• 40％的患者可存活超过5年。

• 若癌症已扩散至前列腺以外
的部位则无法治愈

• 通过手术切除睾丸或用药物
阻断男性激素，可减缓前列
腺癌的增长

• 严重的晚期前列腺癌则可能
需要进行化疗或放射治疗

• 排尿困难
• 尿液或精液中带血
• 癌症扩散到骨骼所导致的
疼痛

• 倦怠感
• 体重下降

在患有前列腺癌的新加坡
男性中，有四分之一在确
诊时已患上晚期疾病。通
过体检进行早期诊断，可
将该数字减少一半。

早期前列腺癌



您是否应该进行
前列腺特异抗原检测？

什么是前列腺
穿刺活检？

前列腺特异抗原检测
有什么好处？

前列腺特异抗原检测结果指数偏高，
是否意味着患有前列腺癌？

前列腺特异抗原 (PSA) 检测
是一项测量前列腺特异抗原指
数的血液检查，可用于筛检前
列腺癌。前列腺癌病患的PSA
指数通常较高。

前列腺穿刺活检 (prostate 
biopsy) 是利用细针穿入前列腺
，取出组织样本以检查是否患癌
。这种检测存在着并发症的风险
，如疼痛、尿血、感染和暂时性
排尿困难等。

对于快速增长的前列腺癌患者，
前列腺特异抗原检测可诊断出仍
局限于前列腺范围内的早期癌细
胞。提早确诊可降低癌细胞扩散
到身体其它部位的机率，从而降
低死亡机率。

不一定！许多其它非癌症的前列腺病症，也会使前列腺特异抗原的指
数上升，如良性前列腺增生 (BPH) 和前列腺感染。若检测出前列腺
特异抗原指数偏高，可能需要进行活检以确定是否患有前列腺癌。

什么是前列腺
特异抗原检测？



我能从前列腺特异抗原检测中获取
什么信息？

前列腺特异抗原血液检测步骤1

参与检测的男性中，80％拥有
正常的前列腺特异抗原指数

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偏低，因此
无须进行前列腺穿刺活检。建
议在三至五年后进行复查。

在活检中
发现患癌
的机率为

活检导致严
重并发症，
需入院治疗
的概率为25% 

75% 

0.5% 

每12名进行筛检的男性中，就有1名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

将前列腺癌的
扩散风险降低50% 20% 

将前列腺癌的
死亡风险降低

并非所有前列腺癌都需要进行治疗，有些可能只需要病程监
测便可。若需要治疗，通过前列腺特异抗原检测和病程监测
进行提早确诊可帮助患者：

无患癌 
的机率为
活检可能会漏掉某些癌
细胞，因此可能需要进
一步进行前列腺特异抗
原血液指数的监测。有
些男性可能需进行一次
以上的活检

参与检测的男性中，20％的患
者前列腺特异抗原指数偏高

一般建议进行前列腺穿刺活检
。活检前可重复一次前列腺特
异抗原检测。

前列腺特异抗原活检步骤2

前列腺癌的诊断



大多数被查出前列腺特异抗原指数

偏高的男性，在接受检测后可能会

感到焦虑不安。他们可能会进一步

进行活检，以确定自身并无患癌。

许多透过前列腺特异抗原检测而确

诊的癌症，一般增长速度缓慢，因

此只需要进行病程监测，但对于某

些男性而言可能是一种压力。

请参考上图，在每100名接受前列

腺特异抗原检测的男性中，有20名

男性前列腺特异抗原指数偏高，需

要进行活检。

在这20名男性中，有2名男性可能

受到感染和患上出血等并发症，4

名男性患有前列腺癌，部分患者需

要接受治疗。

在每800名接受前列腺特异抗原检

测的男性中，我们可挽救1名如若

未经早期诊断可能死于前列腺癌的

男性。

前列腺特异抗原检测的利与弊

接受前列腺特异抗
原指数检测的男性

前列腺癌 出现副作用，如出
血或高指数前列腺
特异抗原感染前列腺特异抗原

指数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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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防癌协会 (SCS) 办公室总部
英莪街15号
海德大厦第4层1室
邮政编码 079716
电话：1800 727 3333
开放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 早上8时半至下午6时

• 企业服务
• 临终关怀服务
• 公共教育
• 社会福利服务

新加坡防癌协会诊所 @ 碧山
新加坡碧山坊9号
第八站办公大楼第6层5室
邮政编码 579837
电话：1800 727 3333
传真：6499 9140
开放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 早上8时半至下午6时

• 癌症支援服务
• 免费癌症筛检服务
(粪便免疫化学检验、子宫颈涂片、
乳房X光检测)

新加坡防癌协会癌症康复中心
新加坡裕廊入口路52号
JEM办公大楼第8层4室
邮政编码 608550
电话：1800 727 3333
开放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 早上9时至下午6时;
每周六早上9时至下午1时 

• 癌症支援服务
• 癌症筛检服务

新加坡防癌协会卫星中心
新加坡国立癌症中心
医院通道11号
邮政编码 169610
电话：6436 8420
传真：6224 6441
开放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8时半至下午5时

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研究所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
医疗中心1座第9层D2单位
肯特岗路下段5号
邮政编码 119074
电话：6772 5463
传真：6268 5917
开放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9时至下午5时

特此感谢国立大学医院提供相关内容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