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和職業教育

性与癌症治疗
本信息介绍了癌症治疗将会如何影响您的性生活。

关于性与癌症治疗
癌症治疗对您性生活的影响取决于您所患癌症的类型、您正在接受的治疗类型以及您的个
人情况。 您可能会因癌症治疗而出现副作用，这可能会使您更难进行性生活，如勃起困
难或阴道干燥或发紧。 您接受癌症治疗后，身体可能会发生变化或出现身体副作用，这
些副作用可能会影响您的性生活能力或欲望，如手术疤痕、引流管、脱发、虚弱、疼痛或
疲乏（感觉比平时更疲倦）。 这些变化可能会影响您对自己的感觉或您与伴侣的关系。
癌症治疗也可能会影响您的情绪，使您感到有压力、焦虑或抑郁。 这会影响您对性生活
的兴趣，并减少您在性生活中的享受和快感。 关于在癌症治疗期间维持性健康和亲密关
系的信息，请阅读我们的资源 Sexual Health and Intimacy
(http://cdn.mskcc.org /cancer-care/patient-education/sexual-health-andintimacy)。
无论您是在经历身体还是情绪方面的变化，您都不需要孤身一人承担。 纪念斯隆凯特琳
(MSK 斯隆) 有专家致力于为您和您在癌症治疗期间的性健康提供帮助和支持。他们可以
为您开具一些药物处方来帮助勃起并帮助您管理勃起功能障碍（勃起困难或难以维持勃
起）。 他们还可以为您推荐可能有帮助的阴道保湿剂、润滑剂和扩张剂。 更多信息，请
阅读资源 改善您的外阴阴道健康 (http://cdn.mskcc.org /zh-hans/cancercare/patient-education/vag inal-health) 和 如何使用阴道扩张器
(http://cdn.mskcc.org /zh-hans/cancer-care/patient-education/how-use-vag inaldilator)。
您可以与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讨论关于 MSK 斯隆性健康项目的更多信息或致电进行预
约：
如果您需要联系女性性医学和女性健康项目，请致电 646-888-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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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联系男性性医学与生殖医学项目，请致电 646-888-6024。

癌症治疗期间的性生活
某些化疗和免疫治疗药物可能会残留在您的体液（如阴道液、精液和唾液）中。 药物在
您体内残留的程度和时间取决于您和您所接受的治疗。 虽然研究表明，一些药物如果与
您的体液接触，可能会被其他人吸收，但我们并不清楚这是否会对您的伴侣造成伤害。
我们建议在治疗期间和每次治疗后的一周内在进行口交、阴道或肛交性行为过程中使用屏
障装置（避孕套或齿科橡皮障），以防止您的伴侣暴露于可能残留于您体液中的任何药
物。
如果您的伴侣在治疗期间怀孕，我们并不知道您体液中残留的药物是否会对胎儿造成伤
害。 动物研究表明，有可能会造成伤害，因此我们建议您在每次性行为时使用屏障装
置。 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与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讨论您的癌症治疗如何影响您的性生活非常重要。 除非您主动提
出您的问题和担忧，否则他们可能并不会与您进行相关的讨论。 虽然您可能会觉得不好
意思，但请记住，大多数癌症治疗患者都会有类似的问题。 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可能会
提出可以帮助改善您出现的任何问题的方法。
为了帮助指导您与医疗保健提供者开展相关讨论，您可以询问以下问题：
我的治疗是否会影响我的性生活？ 如果会，会怎样影响？
这些影响将持续多长时间？ 它们是短期的、长期的还是永久性的？
我可以做些什么来管理这些影响？ 有什么治疗或药物可以帮助我吗？
如何在癌症治疗期间确保我的伴侣安全？
我的治疗将如何影响我的生育能力？ 我什么时候尝试怀孕是安全的？
我可以从哪里获得更多信息？

避孕
在您接受癌症治疗期间和治疗完成后至少 1 年内，进行避孕非常重要。 如果您或您的伴
侣怀孕时的卵子或精子已受到放疗、化疗或其他药物的损害，则流产（当妊娠自行结束
时）或出生缺陷的风险可能会增加。
2/6

怀孕也会影响您在癌症治疗期间能够接受的检查和治疗，因此在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告诉
您怀孕是安全的之前，建议您最好进行避孕。
如果您或您的伴侣有生育能力，请确保在整个癌症治疗期间采取避孕措施。 请不要依赖
射精前（性高潮后精液从阴茎出来时）“拔出”（把阴茎从伴侣的阴道里抽出来）的方式或
依赖在您月经周期的排卵期避免性生活的方式来避孕。 这些方法均不能有效避孕。
选择一种有效且适合您生活方式的避孕方法非常重要。 激素避孕方式包括避孕药、贴剂
或阴道环、放置在手臂皮肤下的植入物和激素宫内节育器 (IUD)。 还有一种非激素的铜
制 IUD。 请与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讨论不同的避孕方式，并访问本资源末尾列出的网站
以获得更多信息。

生育力
如果生育对您很重要，建议您最好在治疗前与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讨论您的生育选择。
您也可以向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咨询 MSK 斯隆的生育项目。 更多信息，请访
问www.mskcc.org /cancer-care/treatments/symptom-manag ement/sexual-healthfertility/fertility
如果您计划在治疗后生育，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何时开始尝试是安全的。 一些癌
症治疗，如盆腔放疗和某些化疗药物，可能会影响您的生育能力。 如果您对此有任何疑
问，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您也可以阅读下方列出的资源以获得更多信息：
Sperm Banking (http://cdn.mskcc.org /cancer-care/patient-education/spermbanking )
Fertility Preservation: Options for Women Who Are Starting Cancer Treatment
(http://cdn.mskcc.org /cancer-care/patient-education/fertility-preservationwomen-starting -treatment)
Fertility Evaluation and Fertility Preservation: Options for Women Who Have
Completed Cancer Treatment (http://cdn.mskcc.org /cancer-care/patienteducation/fertility-evaluation-and-preservation-options-women-who-havecompleted-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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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Your Family After Cancer Treatment: Information for Men
(http://cdn.mskcc.org /cancer-care/patient-education/building -familyinformation-men)
Building Your Family After Cancer Treatment: Information for Women
(http://cdn.mskcc.org /cancer-care/patient-education/building -your-familyoptions-women-who-have-completed-treatment)

感染预防
在癌症治疗期间和治疗后，预防感染非常重要。 一些癌症治疗可能会削弱您的免疫系
统，使您的身体更难抵抗感染。 此外，某些癌症治疗可能长期导致血细胞计数降低，这
可能会增加您感染的风险。 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将告知您是否有相关风险。
为预防感染，发生性行为时请遵循以下指南：
发生阴道性行为、口交或肛交后进行排尿（小便）。
如果您与 1 人以上发生性行为，保护自己免受性传播感染 (STI)（如HIV）非常重
要。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每次进行阴道性行为、口交或肛交时，请确保均使用避孕套
或齿科橡皮障。
如果您使用性玩具，在每次使用前请用热肥皂水清洗。 避免共用性玩具，尤其是与 1
人以上发生性行为时。
一些癌症治疗可能会削弱您的免疫系统，使您更容易发生酵母菌感染。 如果您正在使
用类固醇或抗生素，可能会增加发生感染的风险。
酵母菌感染的症状包括阴道分泌物和瘙痒或阴茎包皮下瘙痒和刺激。 如果您出现
这些症状，请避免进行性生活并联系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一些癌症治疗可能会长期降低您的血细胞计数，这可能会增加您感染的风险。 如果您
有相关风险，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可能会建议您在性生活期间使用避孕套或齿科橡皮
障，或避免插入式性行为（将身体部分或物体插入体内，例如在阴道性行为、口交或
肛交期间），直至您的计数恢复。

干细胞移植后的感染预防
移植后第一年内，您发生感染的风险最高。 在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告知您您的免疫系统
已经恢复之前，请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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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进行阴道性行为、口交或肛交时使用乳胶避孕套或齿科橡皮障。
如果您伴侣的唾液、阴道分泌物或精液可能进入您的口腔，请使用避孕套或齿科橡皮
障。
请不要进行任何可能使您的口腔暴露于粪便的性活动。
当您的血细胞计数较低（血小板计数低于 50,000）时，避免进行插入式（肛门或阴
道性行为）性行为。 这还包括将手指、振动器或其他性玩具插入阴道或肛门。
如果您认为您或您的伴侣可能患有生殖器感染，请避免发生性行为。
拥抱、温柔的抚摸和亲吻皮肤是在此期间您可以与伴侣亲密的其他方式。 更多信息，请
阅读Sexual Health and Intimacy (http://cdn.mskcc.org /cancer-care/patienteducation/sexual-health-and-intimacy)。

资源
MSK 斯隆女性性医学和女性健康项目
www.mskcc.org /cancer-care/diag nosis-treatment/symptom-manag ement/sexualhealth-fertility/health/female-medicine
646-888-5076
该项目旨在帮助您管理与癌症治疗和性健康相关的问题。 您可以致电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或进行预约就诊。
MSK 斯隆男性性医学和生殖医学项目
www.mskcc.org /cancer-care/diag nosis-treatment/symptom-manag ement/sexualhealth-fertility/health/male-medicine
646-888-6024
该项目旨在帮助您管理与癌症治疗和性健康相关的问题，包括勃起功能障碍。 您可以致
电了解更多相关信息或进行预约就诊。
MSK 斯隆生育项目
www.mskcc.org /cancer-care/diag nosis-treatment/symptom-manag ement/sexualhealth-fertility/fertility
该项目旨在帮助您管理与生育和癌症治疗相关的问题。 请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为您转
诊，以便您可以与一位生育护士专家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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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癌症协会
男性癌症患者的性生活

女性癌症患者的性生活
www.cancer.org
800-ACS-2345 (800-227-2345)
ACS 可提供各种有关癌症和性健康的信息。 您可以致电索取相关印刷材料。
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
www.acog .org /patients
您可以获取该组织有关怀孕、避孕和性健康的教育资源。
纽约市卫生和精神卫生署
www1.nyc.g ov/nyc-resources/service/1428/condom-information
他们可以为您提供获得和使用男性用和女性用避孕套的相关信息。
计划生育
www.plannedparenthood.org
他们可以为您提供有关性健康的信息。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
www.cdc.g ov/reproductivehealth/contraception
www.cdc.g ov/std
CDC 可以为您提供有关于避孕、性传播感染和其他性健康主题的信息。
Bedsider
www.bedsider.org
Bedsider 可以为您提供有关于避孕的信息和教育。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contact a member of your healthcare team directly.
If you're a patient at MSK and you need to reach a provider after 5:00 PM ,
during the weekend, or on a holiday, call 212-639-2000.
For more resources, visit www.mskcc.org /pe to search our virtu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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