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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什么是 HPV?

HPV 指“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种很常见的病毒。大约每 10 个人中就会有 8 个在一生中的
某个时刻感染这种病毒。 很多人从来没听过 HPV， 它是一个拥有多种型别的病毒大家族
， HPV 种类多达 200 种。 HPV 可通过性接触传播， 感染生殖器及口咽部位的皮肤细胞
。 大部分 HPV 感染不会造成伤害，但是某些型别 HPV 感染 会造成疣， 有的可能导致癌
症。无论男女都可能因 HPV 感染而患癌症,但是男性 HPV 相关癌症患病率增长速度赶超
女性。 HPV 相关癌症包括宫颈癌、阴茎癌、肛门癌、阴道癌、外阴癌及咽喉癌等。

问题 2: 我如何感染 HPV?

造成生殖器及口咽部位发生癌症的 HPV 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 它们也可以从生殖器及口
咽部位的一个部位传播到另一部位。

问题 3: 我如何避免感染 HPV?

HPV 是常见的病毒， 很难完全避免感染。 每 10 个性活跃的人当中， 大约有 8 个在一生
中某个时刻感染至少一次 HPV!以下几种方法可以降低感染风险:

1) 预防 HPV 的最佳方法是及时接种疫苗。如果您符合接种疫苗条件或者医生认为疫苗对
您有益， 您应该接种疫苗以预防 HPV 感染。疫苗可预防 90% 的宫颈癌和肛门癌及其他
大部分由 HPV 引起的癌症。

2) 尽可能使用安全套。坚持使用安全套可减少(但不消除)HPV 感染的风险。 安全套只能
局部保护生殖器部位的皮肤。使用安全套频率越高， 防护效果就越好。进行性接触时全
程使用安全套可减少约 70%HPV 传播的风险。不坚持使用安全套，会削弱防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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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或您的性伴侣性伙伴越少，感染 HPV 的风险就越低。

问题 4： 我如何避免患 HPV 相关癌症?

1) 采取措施避免感染 HPV，请参考问题 3

2) 接受宫颈癌筛查。 HPV 可导致细胞变化，可能逐渐发展成癌症。这些变化的初期阶段
称为 “癌前病变”。 宫颈筛查有助于检查到宫颈癌前病变， 治疗癌前病变可降低患癌症的
风险。 无论您是否已接种疫苗， 进行宫颈筛查对预防宫颈癌都是十分必要的。 请您跟医
生讨论有关当地的宫颈筛查政策。

3) 虽然宫颈筛查能够降低患宫颈癌的风险， 但是 HPV 导致的其他五种癌症却没有常规筛
查规划。如果您怀疑自己患有肛门癌、口咽癌、阴茎癌、外阴癌或阴道癌， 您可以自己
采取一些措施。如果您认为自己可能在上述身体部位感染 HPV， 或者在这些部位感到疼
痛、出血、异常增生及其他变化，请向相关医生咨询。

由口腔医生对口腔/咽喉进行彻底的检查可以帮助检测是否有口咽癌或癌前病变。 此外，
有地方提供肛门癌或癌前病变检测服务。请向医生咨询当地是否有肛门癌或癌前病变检
测规划。阅读 HPV 相关癌症检测规划的名单，请参考此处。

4) 戒烟。 HPV 在吸烟者体内停留更久， 从而增加患 HPV 相关癌症的风险。如果您现在
不吸烟， 最好别尝试。如果您是烟民，请少抽烟或完全戒烟。

问题 5: 我如何避免把 HPV 传染给我的伴侣?

要完全避免把 HPV 传染给别人是不可能的事； 而且由于这种病毒极为常见， 您的伴侣
可能经受到感染。然而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减少传染风险。您为了减少自己感染 HPV 或
患 HPV 相关癌症而采取的许多行动（请参考问题 3 和问题 4）也能降低把 HPV 传染给性
伴侣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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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 我如何接受 HPV 检测?

对宫颈进行 HPV 检测一般是宫颈癌常规筛查方案中的一部分。 目前没有对阴茎、肛门或
口腔/咽喉的常规 HPV 检测，也不能通过血液检测 HPV。

问题 7： HPV 可以根治吗?

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体免疫系统可在一两年内自行清除 HPV， 您不必接受治疗。 有时
人体免疫系统不能清除 HPV ，造成细胞出现能演变成癌症的变化。 虽然 HPV 无法 “根
治” , 接种疫苗可以预防 HPV 感染， 宫颈筛查可减少患宫颈癌的风险。

问题 8: 如果我感染 HPV，我是否一定会患癌症?

只有极少数感染 HPV 的人会发展为癌症。感染 HPV 不意味着得癌症， 而且大部分 HPV
感染不会导致健康问题。尽管如此， 采取措施降低患 HPV 相关癌症的发生风险十分重要
。 接种疫苗可避免由 HPV 导致的大部分癌症。如果您符合疫苗接种条件苗或者医生认为
疫苗对您有益， 您应该接种疫苗以预防 HPV 感染 。

在性生活开始之前接种疫苗， 是预防 HPV 感染的最有效方法。 此外，无论您是否已接种
疫苗， 进行宫颈筛查对预防宫颈癌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您担心自己患 HPV 相关癌症，请
参考问题 4 采取措施预防 HPV 相关癌症。

免疫系统功能不全的人， 包括艾滋病毒携带者，如果符合接种疫苗条件，应该接种 HPV
疫苗并定期接受检测。 HPV 疫苗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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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的肛门、阴茎或口腔/咽喉的 HPV 相关癌症的常规检测规划； 万
一您身体上述部位出现任何变化， 如异常增生、疼痛或出血等情形，请即就医。 有些地
方提供肛门癌或癌前病变检测。请向医生咨询当地是否有任何肛门癌或癌前病变检测规
划。

问题 9: 我已经接种了 HPV 疫苗， 我是否还需要进行筛查?

接种疫苗可降低约 90%HPV 相关癌症的风险。 不过即使接种了 HPV 疫苗，您依然需要
接受宫颈检测。 这是因为疫苗不能对您在接种疫苗之前感染的 HPV 发挥保护作用。此外
， 即使接种疫苗， 您依然可能感染某些不在疫苗覆盖范围内的，较为罕见的可导致癌症
的 HPV。

问题 10: 疣 是 HPV 导致的吗?

是的。 HPV 导致手足、肛门及生殖器等身体不同部位的皮肤出现疣 。 导致生殖器疣与
导致手足疣的 HPV 种类不同。 导致生殖器疣的 HPV 通常通过性接触感染。 跟别人握手
或拥抱不会造成生殖器 HPV 感染，也不会导致疣的出现。 造成生殖器疣的 HPV 通常不
会造成癌症，而且与导致癌前病变或癌的 HPV 种类不同。

问题 11： 如果我接触了患有疣的人，我是否也会患上疣呢?

疣含有大量可以传播的 HPV。因此如果您跟患有生殖器疣的人发生性接触， 您患生殖器
疣的机率很高。目前有的 HPV 疫苗可以保护接种者免受导致生殖器疣的 HPV 感染。 请
您向医生咨询有关筛查或接种 HPV 疫苗相关问题。

问题 12： 如果我接触了患有疣的人， 我是否会患上 HPV 相关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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疣和癌是由不同种类的 HPV 造成的。人体可能感染可导致疣的 HPV， 也可能感染各种造
成更严重后果（如：癌症）的 HPV。 因此， 虽然疣一般不会发展成癌， 您可能依然有
患癌的风险。 建议您向医生咨询有关癌前病变筛查和 HPV 疫苗相关问题。

问题 13： 我曾经患有疣, 不过现在已经消失了。请问这是否意味着我不会再受到 HPV 的
感染呢?

这意味着您目前没有感染可导致生殖器疣的 HPV ， 而且可能不会使到您的性伴侣受到感
染。 不过如果您曾暴露于可导致生殖器疣的 HPV, 您或许已经暴露于可导致癌前病变或
癌的 HPV。请您向医生咨询有关癌前病变筛查和 HPV 疫苗相关问题

问题 14: 我是个男孩-请问我需要了解关于 HPV 的知识吗?

是的—因为您也有感染 HPV 及患 HPV 相关癌症的风险。HPV 可导致生殖器疣 或肛门癌
、阴茎癌及口咽癌等。 您也可能把 HPV 传染给您的性伴侣。目前所有疫苗均可预防导致
大部分 HPV 相关癌症的 HPV 感染 , 而有些疫苗也能对导致生殖器疣的 HPV 种类发挥预
防作用。 预防 HPV 感染的最重要措施就是在发生性接触之前接种疫苗。

问题 15: 我已经超过 26 岁， 我是否应该接种疫苗?

某些超过 26 岁的女性可能从接种 HPV 疫苗中获益。 您是否应该接种疫苗将取决于多个
因素及当地的疫苗接种政策。请您向医生咨询具体事项。

问题 16: 我从未发生过性关系– 我应否接受 HPV 检测?

如果您从未有任何形式的性接触， 您受到生殖器或肛门 HPV 感染的风险极低。 尽管如此
， 接种疫苗和筛查是预防以后患病的合理措施。 在任何形式性接触开始之前接种疫苗是
最有效的防护方法。请您向医生咨询具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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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7: 我已经接受检测，而且没有感染 HPV – 这是否意味着我没有患 HPV 相关癌症的
风险?

这意味着您近期患 HPV 相关癌症的风险很低。 不过您应该根据国家相关指南和推荐定期
进行癌症筛查。 请您向医生咨询具体事项。

问题 18: 安全套是否可以预防 HPV?

坚持使用安全套可减少（但不能消除）感染 HPV 的风险。 这是因为 HPV 通过皮肤之间
的接触传播。 安全套只能局部保护生殖器部位的皮肤。 使用安全套频率越高， 防护效果
就越好。进行性接触时全程使用安全套可减少约 70%HPV 传播的风险。不坚持使用安全
套，会削弱防护效果。

问题 19： 我的伴侣告诉我他感染了 HPV。这是否意味着我也受到了感染?

未必， 不过 HPV 感染往往会在几个月内影响到伴侣双方。 HPV 是肉眼看不到的，而且
感染之后不会造成任何症状。您或您的伴侣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感染 HPV。 在某些情形下
， 常规的宫颈筛查可能包括 HPV 的检测。 HPV 感染人数男女各占一半，但是目前没有
对男性的 HPV 检测。

问题 20: 我正在服用避孕药- 这是否会提高感染风险?
长期使用口服避孕药会稍微增加患宫颈癌的风险，不过只有感染 HPV 之后才会发生这种
情况。 相关证据大部分来自对旧款避孕药的研究。 目前大部分避孕药雌激素水平较低，
还不清楚其导致宫颈癌的风险（若有）。 宫颈癌的主要风险因素是 HPV 感染, 而最好的
预防是接种疫苗预防 HPV 感染及接受宫颈癌前病变的筛查。 在停止服用避孕药之前，
请先咨询医生。 若有任何疑问，也请您咨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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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需知( 该部分问题作为青年和成年人需知问题的补充)

问题 21: HPV 疫苗对我的孩子安全吗?

安全。 获得政府批准的 HPV 疫苗都经过广泛和独立的评估。 所有科学证据都显示 HPV
疫苗非常安全。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推荐进行 HPV 接种。
目前全球已经分发数以百万剂的 HPV 疫苗，除了疫苗注射部位出现暂时性的反应以外，
没有发现明显的副作用。

问题 22: 我有个儿子—他是否需要接种 HPV 疫苗?

是的—所有人，无论男女，都有感染 HPV 的风险， 因为它通过性接触传染。 HPV 可导
致生殖器疣及肛门癌、阴茎癌及口咽癌。 HPV 也可轻易传染给性伴侣。 接种疫苗是保护
孩子免患生殖器疣和 HPV 相关癌症的最有效方法。 在开始性活动之前接种疫苗是最有效
的防护方法。 如果有条件， 请让孩子接种疫苗!

问题 24: 我有个女儿-她是否需要接种 HPV 疫苗?

是的—所有人，无论男女，都有感染 HPV 的风险， 因为它是通过性接触传染。 HPV 可
导致生殖器疣及肛门癌、阴茎癌及口咽癌。 HPV 也可轻易传染给性伴侣。 接种疫苗是保
护孩子免患生殖器疣和 HPV 相关癌症的最有效方法。 在开始性活动之前接种疫苗是最有
效的防护方法。 如果有条件， 请让孩子接种疫苗!

问题 23: 我有个儿子，请问他可以接受肛门癌、阴茎癌及口咽癌筛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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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岁以下的人 患 HPV 相关癌症的风险极低。目前还没有针对 HPV 造成的五种癌症（宫
颈癌除外）的常规筛查规划。由口腔医生对口腔/咽喉进行彻底的检查可以帮助检测是否
有口腔/咽喉癌或癌前病变。 此外， 某些地方的健康护理提供者提供肛门癌或癌前病变检
测。请向您的健康护理提供者咨询当地是否有任何肛门癌或癌前病变检测计划。请参考
此处有关上述检测计划的局部名单。

问题 24: 我的女儿应否接受筛查?

大部分国家制定了宫颈癌筛查指南， 我们应该遵守这些指南建议。 接种疫苗的女孩患宫
颈癌前病变或癌症的风险比没有接种疫苗的女孩低很多。 让您的女儿接种疫苗， 可减少
她接受筛查或可能手术治疗的次数。 即使您的女儿已经接种了疫苗， 她依然需要遵守当
地的宫颈癌筛查指南，定期接受宫颈筛查。

问题 26: HPV 如何导致癌症?

大部分人感染 HPV 后， 自身免疫系统可以清除这种病毒。 如果人体无法清除病毒， 持
续感染可导致癌前病变。若不加以治疗， 其中的一些变化将逐渐演变成癌症。早期发
现、早期治疗癌前病变可大大减少演变成癌症的风险。

问题 27: 如果我怀孕时感染 HPV， 它是否会影响我的宝宝?

HPV 不会轻易从母亲传染给婴儿。 在罕见的情况下, 患有生殖器疣的母亲分娩过程中婴
儿可能在经过产道时接触到病毒。这些婴儿之后可能在喉部出现疣并需要手术治疗。 接
种疫苗预防导致生殖器疣的 HPV 种类感染，可大大降低母亲把 HPV 传染给宝宝的风险。

问题 28: 我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我是否可以接种 HPV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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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艾滋病毒携带者与没有艾滋病毒的人对疫苗的反应相同。 强烈推荐艾滋病毒携带
者及其他免疫抑制的人接种疫苗，即使您已经 26 岁。 因为 HPV 感染会提高该人群患癌
症的风险。年龄超过 26 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也可从接种疫苗中获益。 请您向医生咨询具
体事项。

成人需知部分: 该部分问题均包含在给青年人需知或妇女需知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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