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用于癌症儿童

向您的医生咨询...

生育力保存

SaveMyFertilit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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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资讯

欲了解更多有关不孕不育风险与癌症儿童生育力保存方式的信
息，您可以:

• 访问：SaveMyFertility.org

• 拨打生育力保存热线：866-708-FERT(3378)

• 访问肿瘤生殖学联盟的网站： oncofertility. northwestern.edu

• 使用在线的诊所查找网页来寻找离您最近的生育力保存
中心http://oncofertility. northwestern.edu/find-a-clinic-
or-center

• 访问儿童肿瘤生育学研究基金会: www.por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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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生殖学联盟 (The Oncofertility Consortium®)  是一个旨在探索癌症
幸存者生育未来的跨学科国际组织。

欲获取更多有关生育力保存的信息和资源，您可以访问网站：

SaveMyFertility.org
欲获取更多有关肿瘤生殖学联盟的信息，您可以访问网站：

oncofertility.northwe stern.edu

本宣传手册由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健康学系肖硕，居可，
王煜晴翻译 (This brochure is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to Mandarin by Shuo
Xiao, Ke Ju and Yuqing Wa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Arnol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



a如果存在高风险的卵巢转移可能，则本方法不适用。
b试验性—只能作为被IRB（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的临床研究的一部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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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生育力保存

生育力保存的讨论很重要，以下关键点可以帮助您与医生开展这一话题：
• 癌症和癌症治疗可能会影响孩子的生育能力。

• 孩子的癌症和癌症治疗会影响他/她的生育能力吗

• 在孩子开始癌症治疗之前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保存他/她的生育能
力？ (详见下表).

• 您可以为我介绍一位生育力保存专家以进一步讨论孩子的生育力保
存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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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您可能没有意识到有多种方式可以帮助您的孩子保存生育能力。

• 您可能只专注于癌症治疗和您孩子目前的健康状况。

• 您可能对与孩子们讨论生育问题感到不适。

许多已经成年的儿童癌症幸存者认为生育力的保存和能够组建
未来家庭是很重要的。

了解有哪些可供选择的生育力保存方式并及时带您的孩子咨询生
育学专家有助于改善他们未来的生活质量。

如何在癌症治疗中开展生育力保存？

生育力保存方式

• 下面的图表简要介绍了癌症儿童在抗癌治疗前后可供选择的生育力保
存方式。

• 手册背面列出了一些可以帮助您找到生育力保存专家的方式。

b详见右表

癌症儿童的生育力保存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