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ernational
patient guide

Your guide to starting treatment at

the Rutherford

国 际 患 者
就 医 指 南

您 在 卢 瑟 福 癌 症 治 疗 中 心
最 全 面 的 就 医 指 导 手 册



Welcome | كبالهأترحيب  | 欢迎
Bienvenue | Willkommen 



我们的癌症治疗专家，医师和员工
为患者提供全面的癌症护理

将会彻底改变您的正常生活

癌症诊断和质子束治疗设施

• 免疫疗法
化学疗法

卢瑟福癌症中心的所有病人

量身定制个性化治疗流程的服务

质子束疗法

了解您的病情支持您的需求

我们的服务

卢瑟福癌症中心是英国第一家使用高能量质子束治疗癌症的私人医疗机构
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癌症治疗设施

在我们分布全英境内的治疗中心

我们的专家教授，高度敬业临床团队
配以全球领先的最新硬件设备设施
将为您提供一站式的卓越医疗保健服务

每个中心的各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
旨在体现对患者的尊重
并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求
我们的治疗项目包括：

我们知道罹患癌症

我们在这里聆听您的心声

• 
• 
• 

放射疗法

• 影像和诊断

都会享受我们提供的

如果您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咨询，请致电： 400-012-7727



卢瑟福癌症治疗中心
提供的治疗方式
质子束疗法

放射疗法

化学疗法

免疫疗法

影像诊断，包括MRI（核磁共振）和CT（电脑断层扫描）

精准外科手术

质子束疗法是外部放射疗法的一种先进形式，它使用高能质子束代替传统X光或电子射线束

如果您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咨询，请致电： 400-012-7727

that uses high-energy proton beams instead of photon x-ray beams 

放射疗法是指利用高能X光射线的辐射来破坏癌细胞并防止它们生长繁殖

化学疗法是使用抗癌细胞毒性药物，破坏癌细胞内部平衡环境，从而达到干扰体内癌细胞
生长和分裂的目的

免疫疗法是一种调节人体自身免疫系统，更好地识别和攻击癌细胞的生物疗法

影像诊断是指获取体内高精照片以确诊并合理制定治疗计划的相关技术

如您的病情需要，我们的合作医院可以无缝衔接，为您提供精准外科手术来切除肿瘤

immune system to better identify and attack cancer cells in the 



（核磁共振）和 （电脑断层扫描） 悉心看护

放射疗法

化学疗法/ 免疫疗法 质子束疗法

MRI CTMRI（核磁共振）和 CT



• 直肠癌 • 乳腺癌
肩颈癌 • 肺癌 • 淋巴癌

肉瘤• 食道癌 • 前列腺癌
脊索癌

• 
• 头骨癌 • • 

脑癌

妇科肿瘤

降低辐射暴露，传递到正常健康组织的辐射剂量更少
遵循英国行业准则和国际领先的的专家顾问团队• 

为什么选择在卢瑟福
接受质子束治疗？
• 能够对传统方法相对难以达到的区域进行治疗

我们使用质子束疗法
所治疗的癌症种类

质子束疗法在有效治疗癌变区域的同时减少周边健康组织所吸收的辐射剂量

质子束疗法可以用作治疗某些癌症的单一方法或与其他癌症治疗手段组合使用
以确保在肿瘤切除手术后残留的癌细胞组织被完全消灭

• 

• 

• 质子束疗法相对其它癌症治疗方法的副作用更小

质子束疗法治疗某些身体部位癌症的适用性取决于位置和癌症个体的发展阶段

接受质子束治疗？
为什么选择在卢瑟福



为什么选择卢瑟福癌症治疗中心？

对病人需求作出快速反应

专人定制治疗方案
您的治疗方案将根据您的病情量身定制，以适应您的个人需求，并实现最佳临床结果

国际领先的护理方案提供者

我们非常清楚在关键时刻扭转局面的紧迫性，我们的团队将在收到需求信息后24小时内与您取得联系

我们提供最先进的癌症治疗方法，我们是在英国唯一提供质子束治疗的私人医疗保健机构

最高级别的护理标准

我们为每位病患服务
我们扩大了癌症治疗受众的可及范围，面对的患者人群包括自费医疗，由政府资助的病人
或者有海外就医健康保险的人群

如果您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咨询，请致电：400-012-7727

我们通过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磁共振（MRI）提供诊断成像，以帮助治疗计划的最优制定

先进的治疗方法制定

来自海外的癌症患者将获得五星级的服务，并拥有最先进的医疗服务和就医流程



安排您所在国家 地区到达英国的航班，或给予相关建议
• 帮助提供有关签证安排的信息

旅行和住宿安排• 

以下是在卢瑟福癌症中心治疗癌症的典型就医流程

我们的礼宾服务
所有国际患者都可以使用我们的礼宾服务，确保无缝衔接的患者就医流程

包括：
• 整个治疗过程中的患者联络团队
• /

• 在您逗留英国期间的全程配司机专车服务
选择五星级酒店或自助式住宿• 

• 住宿期间有关休闲活动的建议

患者就医流程

与卢瑟福癌症治疗中心
中国区总代理，山三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取得联系

提供您的病例以及其它相关
文件

与卢瑟福癌症治疗中心进行
视频连线会诊

为您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

离开卢瑟福中心回到国内后，中 来到英国卢瑟福癌症治疗中心接治疗方案经由专家团队（癌症专家
国区总代理山三健康管理公司将 受悉心治疗看护
会定期对您进行回访，回答您可
能会有的任何疑问

，外科医生，放射科专家，护理团
队组共同）进行二次审核会定期对您进行回访，回答您可

能会有的任何疑问

与卢瑟福癌症治疗中心 提供您的病例以及其它相关
文件

与卢瑟福癌症治疗中心进行
视频连线会诊

为您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
中国区总代理，山三健康
管理有限公司取得联系

国区总代理山三健康管理公司将 接受悉心治疗看护
离开卢瑟福中心回到国内后，中 来到英国卢瑟福癌症治疗中心 治疗方案经由专家团队（癌症专家，

共同）进行二次审核
外科医生，放射科专家，护理团队



雷丁：泰姆河谷

伦敦：哈利街

Therapy, Radiotherapy, 

治疗 服务内容：
放疗，化疗，免疫疗法，核磁共振，
CT成像

Rutherford Cancer Centre South Wales Rutherford Cancer Centre Thames Valley Rutherford Cancer Centre North East Rutherford Cancer Centre North West

我们在英国全境的网点分布

东北：贝德灵顿

/ 质子束治疗 ，
放疗，化疗，免疫疗法，核磁共振，
CT成像

最近的机场：纽卡斯尔
西北：利物浦

化疗，免疫疗法，核磁共振，
CT成像

最近的机场：曼彻斯特

治疗 服务内容：

治疗 /服务内容：

治疗 /服务内容：核磁共振，
病理检查，超声，第二诊断意见

成像CT

最近的机场：伦敦希思罗机场

西南：纽波特

治疗 /服务内容：质子束治疗 ，
放疗，化疗，免疫疗法，核磁共振，
CT成像

最近的机场：布里斯托

/ 质子束治疗 ，

最近的机场：伦敦希思罗机场



接待处 等候区

伦敦（总部）：哈利街

五星级酒店式就医环境 伦敦哈利街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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