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宫颈癌和
宫颈癌疫苗

宫颈癌是一种严重威胁妇女
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 位列发展
中国家女性第二大常见癌症， 也
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症之一 。 在
全球范围内， 平均每分钟即检查
出一例新发病例， 每两分钟就有
一名女性死于宫颈癌 。 宫颈癌
发病率在中国女性恶性肿瘤中位
居第2位， 仅次于乳腺癌。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简称为
HPV疫苗）， 因其可以预防疫苗
相关型别HPV感染导致的宫颈
癌， 也被称为宫颈癌疫苗。

目前， 北京地区已上市可以
使用的HPV疫苗有两种： 一种是
包括高危型16型和18型HPV的二
价疫苗； 另一种是在16型、 18型
的基础上， 增加了低危型6型和
11型HPV的四价疫苗 （6、 11型
HPV主要可引起生殖器疣）。 无
论二价与四价HPV疫苗， 均可用
于预防高危HPV （16型和18型 ）
感染所致的宫颈癌和宫颈上皮瘤
样病变。

接种疫苗
是最有效的防护

宫颈癌疫苗防护力效果非常
显 著 。 60% ~70% 的 宫 颈 癌 是
HPV16和HPV18型引起的 , 目前
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的三种疫苗 ， 都可以对抗
HPV16和HPV18型感染。 实验证
明： 尚未感染的青少年注射这些
疫苗 ， 可提供近100%的保护作
用， 以防持续性HPV16、 HPV18
型感染和由于持续感染引起的宫
颈细胞癌变。

男性接种
也很有必要

男性接种HPV疫苗， 不仅可
以预防HPV6和HPV11型病毒感
染所致肛癌、 尖锐湿疣， 有可能
减少患阴茎癌的风险， 降低疾病
或癌症病发率， 还能给伴侣提供
一个安心的性环境 ， 预防双方
HPV病毒交叉感染， 或是同一类
型HPV病毒交叉感染。

研究发现，男性使用疫苗后，
自身的相关病变减少， 女性伴侣
相应的感染也减少了。 所以男性
接种的必要性丝毫不亚于女性。

宫颈癌疫苗
很安全

美国历来以使用最安全、 最
有效的疫苗著称。 目前的二价、
四价、 九价疫苗， 均已通过美国
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

美国法律规定， 在疫苗使用

之前， 必须经过多年测试， 确保
疫苗的安全性， 这个过程可能需
要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经过FDA
批准的疫苗必须是安全、 有效，
且受益大于风险。 一旦疫苗被使
用 ， 美 国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CDC） 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通过疫苗不良反应报告
系统和其他疫苗安全系统， 来监
测相关和可能的副作用， 以确保
疫苗的安全和有益。

各“价”疫苗
怎么选？

宫颈癌疫苗各 “价 ” 不难
懂。 所谓几 “价”， 指的是疫苗
可预防的HPV病毒亚型。

二价疫苗涵盖了HPV16和
HPV18亚型。 能够预防70%的宫
颈癌 ， 80%的肛门癌 ， 60%的阴
道癌， 40%的外阴癌。 另外， 研
究显示口腔癌、 舌癌、 喉癌等也
与HPV高危型HPV16和HPV18型
密切相关， 此疫苗也能够预防大
部分这些癌症 。 适用于9-25岁
的女性， 目前国内可以注射。

四价疫苗在二价的基础上增
加了HPV6和HPV11型 。 所涵盖
的4种病毒占可致病病毒的90%，
该疫苗对HPV引起的宫颈癌可达
90%的预防作用 ， 还能预防90%
的生殖器疣。 适用于20-45岁的
女性。

九价疫苗在四价基础上增加
HPV31、HPV33、HPV45、HPV52
和HPV58型。实验提示：除了四价
疫苗的作用外， 九价疫苗对其他

五种病毒类型引起的宫颈癌、阴
道癌、外阴癌有97%的保护作用。
目前国内还未获批上市。

你最想知道的价格
在这里

二价疫苗： 我国市场的二价
疫苗 “希瑞适 ” 价格约 600元/
支， 三针需要约1800元。 因为各
个地区的冷链管理费、 接种服务
费等差异， 各省最终的价格会有
所不同。

四价疫苗： 北京四价宫颈癌
疫苗价格798元/支 ， 共需接种3
次 2394元。

价格上看是四价疫苗更贵一
些， 但从效价比看， 四价应该更
优。 在年龄适用的前提下， 如果
家庭条件允许， 可以接种四价；
如果出于经济考虑而接种二价，
应该在预防效果上差距不大， 因
为其涵盖的HPV16和18型这两种
高危亚型病毒的感染率最高， 导
致的宫颈癌发病率最高占所有宫
颈癌的70%。

不是所有人
都适合接种疫苗

已经怀孕或者在哺乳期的妇
女不建议注射宫颈癌疫苗。

如果有任何严重过敏史， 必
须告诉接种医生。 对HPV疫苗的
任何组成部分或以前的疫苗， 产
生过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 就不
应该接种此疫苗。

如果已经感染了HPV， 若感
染病毒与疫苗中所保护的HPV型
别相同， 则注射疫苗无作用， 需
要等体内病毒清除完毕后再注
射； 如果感染的病毒与疫苗中所
保护的HPV型别不同， 则注射后
也有保护作用。

如果打算备孕， 注射最后一
针疫苗后， 2-3个月后才可开始
试孕。 建议受种者要在身体处于
良好状态下 （比如各种疾病的非
急性期等） 实施接种。

接种时接受医生的病史询
问， 签署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
接种后应在留观室观察30分钟后
再离开。 （午宗）

■健康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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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推进
法治工商建设， 北京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丰台分局于2018年1月18
日 在 北 京 国 家 数 字 出 版 基 地
举 办 了 “智 慧 工 商 ” 第 一 季
“普法篇” ———项目启动暨 “法
治工商小助手” 研发签约仪式，
携手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共同
启动全国首款工商行政管理智能
普法机器人———“法治工商小助
手 ” （“丰小智 ”、 “丰小慧 ”）
研发项目。

“法治工商小助手” 智能普
法机器人的研发， 首创性地将工
商行政管理法律咨询服务与人工
智能高新技术进行有机融合， 是
丰台工商分局在 “智慧工商” 发
展理念引领下， 探寻高新科技手
段推动服务与监管效能提升的创
新举措。

“法治工商小助手 ” 将以
“市场准 入 ” 、 “放 心 消 费 ” 、
“规范经营”、 “其他咨询” 四大
板块作为基础研发框架， 未来将
构建成汇集超过5000个常见工商
行政管理法律问题和答案的综合
型、 智能化法律咨询服务平台，
充分涵盖登记注册、 消费维权、
商品质量以及商标 、 广告 、 合
同、 网络交易监管等全部工商行
政管理业务领域 。 在使用过程
中， “法治工商小助手” 将依托
互联网、 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
智能等技术 ， 通过自然语言处
理， 模拟现实对话场景， 实现对

各类法律咨询问题的语音化 、
可 视化解答 。 “法治工商小助
手” 依托其庞大的工商行政管理
综合法律资源库及其对法律咨询
结果的多元化呈现方式， 解决了
传 统 普 法 工 作 精 准 化 程 度 不
足 的 问题 ， 并提高了问题解决
效率， 将更加便捷地为广大公众
提供 “一机一站专家式” 工商行
政管理法律指引， 满足了百姓对
于工商法律咨询服务不同程度的
需求。

“法治工商小助手” 还将凭
借 先 进 的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 根
据 提 问内容主动推荐其他相关
问题， 为公众带来全新的法律咨
询服务体验。 此外， 它可以记录
“未 解 答 的 问 题 ” ， 通 过 算 法
框 架 ， 不断扩充自身法律资源
库的存量， 实现咨询答案不断完
善； 通过准确采集公众法律需求
数据信息， 以及后台强大的数据
分析技术 ， 为工商部门工作研
判 、 决 策 制 定 提 供 更 为 精 准
的 数 据支撑 ， 为优化区域营商
环境、 创建放心消费环境注入新
的动力。

不久， “法治工商小助手”
———“丰小智”、 “丰小慧” 将正
式与大家见面， 为广大公众带来
“互联网+” 精准普法惠民服务。

（李林森）

“智慧工商”在行动

近日， 四价宫颈癌疫苗 （HPV疫苗） 正式在北京地区供货， 接种对象为20-45岁
女性。 目前， 北京市已有二价及四价两种HPV疫苗可供选择， 适龄人群需提前在居住
地附近的接种门诊预约后接种。 有没有必要接种宫颈癌疫苗？ 接种疫苗有什么讲究？
关于四价宫颈癌疫苗， 你了解多少？

适适合合２２００至至４４５５岁岁 三三针针２２３３９９４４元元 男男性性也也可可接接种种

虽然坚果是好东西， 但也不
是人人都能放心吃。

干坚果类食品， 通常采用烤
和炒的方式烹调， 容易引起口腔
和咽喉的干燥， 咽喉疾病患者不
宜食用； 学龄前儿童尤其是3岁
以下幼儿食用时应有家长照顾，
最好将坚果碾碎， 避免发生呛入
气管的危险。

坚果含有大量膳食纤维和油
脂， 有 “滑肠” 作用， 腹泻患者
禁食， 而且肝胆功能不良者也应
慎食含高脂肪的坚果。

高淀粉的栗子吃多了容易腻
膈滞胃、 肚子胀气， 所以脾胃不
好、 大便稀溏的患者要少吃。 而
且由于淀粉类坚果碳水化合物含
量高， 通俗的讲就是糖分高， 糖
尿病人应少吃。

花生衣有增加血小板数量、
抗纤维蛋白溶解作用， 故高黏血
症者吃花生时宜去皮。

此外， 腰果等坚果， 含有多
种过敏原， 对于过敏体质的人来
说， 可能会使身体出现不同程度
的过敏反应， 应慎食。 (丁霞)

不不是是人人人人都都能能吃吃
坚坚 果果

声

明

北京市朝阳区社区卫生
服 务 管 理 中 心 工 会 不 慎 遗
失 工 会 法 人 资 格 证 书 正 、
副 本 ， 证 号 京 工 法 证 字 第
011140316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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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丰台工商启动全国首款
工商行政管理智能普法机器人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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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女性第二大常见癌症， 也
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症之一 。 在
全球范围内， 平均每分钟即检查
出一例新发病例， 每两分钟就有
一名女性死于宫颈癌 。 宫颈癌
发病率在中国女性恶性肿瘤中位
居第2位， 仅次于乳腺癌。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简称为
HPV疫苗）， 因其可以预防疫苗
相关型别HPV感染导致的宫颈
癌， 也被称为宫颈癌疫苗。

目前， 北京地区已上市可以
使用的HPV疫苗有两种： 一种是
包括高危型16型和18型HPV的二
价疫苗； 另一种是在16型、 18型
的基础上， 增加了低危型6型和
11型HPV的四价疫苗 （6、 11型
HPV主要可引起生殖器疣）。 无
论二价与四价HPV疫苗， 均可用
于预防高危HPV （16型和18型 ）
感染所致的宫颈癌和宫颈上皮瘤
样病变。

接种疫苗
是最有效的防护

宫颈癌疫苗防护力效果非常
显 著 。 60% ~70% 的 宫 颈 癌 是
HPV16和HPV18型引起的 , 目前
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的三种疫苗 ， 都可以对抗
HPV16和HPV18型感染。 实验证
明： 尚未感染的青少年注射这些
疫苗 ， 可提供近100%的保护作
用， 以防持续性HPV16、 HPV18
型感染和由于持续感染引起的宫
颈细胞癌变。

男性接种
也很有必要

男性接种HPV疫苗， 不仅可
以预防HPV6和HPV11型病毒感
染所致肛癌、 尖锐湿疣， 有可能
减少患阴茎癌的风险， 降低疾病
或癌症病发率， 还能给伴侣提供
一个安心的性环境 ， 预防双方
HPV病毒交叉感染， 或是同一类
型HPV病毒交叉感染。

研究发现，男性使用疫苗后，
自身的相关病变减少， 女性伴侣
相应的感染也减少了。 所以男性
接种的必要性丝毫不亚于女性。

宫颈癌疫苗
很安全

美国历来以使用最安全、 最
有效的疫苗著称。 目前的二价、
四价、 九价疫苗， 均已通过美国
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

美国法律规定， 在疫苗使用

之前， 必须经过多年测试， 确保
疫苗的安全性， 这个过程可能需
要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经过FDA
批准的疫苗必须是安全、 有效，
且受益大于风险。 一旦疫苗被使
用 ， 美 国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CDC） 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通过疫苗不良反应报告
系统和其他疫苗安全系统， 来监
测相关和可能的副作用， 以确保
疫苗的安全和有益。

各“价”疫苗
怎么选？

宫颈癌疫苗各 “价 ” 不难
懂。 所谓几 “价”， 指的是疫苗
可预防的HPV病毒亚型。

二价疫苗涵盖了HPV16和
HPV18亚型。 能够预防70%的宫
颈癌 ， 80%的肛门癌 ， 60%的阴
道癌， 40%的外阴癌。 另外， 研
究显示口腔癌、 舌癌、 喉癌等也
与HPV高危型HPV16和HPV18型
密切相关， 此疫苗也能够预防大
部分这些癌症 。 适用于9-25岁
的女性， 目前国内可以注射。

四价疫苗在二价的基础上增
加了HPV6和HPV11型 。 所涵盖
的4种病毒占可致病病毒的90%，
该疫苗对HPV引起的宫颈癌可达
90%的预防作用 ， 还能预防90%
的生殖器疣。 适用于20-45岁的
女性。

九价疫苗在四价基础上增加
HPV31、HPV33、HPV45、HPV52
和HPV58型。实验提示：除了四价
疫苗的作用外， 九价疫苗对其他

五种病毒类型引起的宫颈癌、阴
道癌、外阴癌有97%的保护作用。
目前国内还未获批上市。

你最想知道的价格
在这里

二价疫苗： 我国市场的二价
疫苗 “希瑞适 ” 价格约 600元/
支， 三针需要约1800元。 因为各
个地区的冷链管理费、 接种服务
费等差异， 各省最终的价格会有
所不同。

四价疫苗： 北京四价宫颈癌
疫苗价格798元/支 ， 共需接种3
次 2394元。

价格上看是四价疫苗更贵一
些， 但从效价比看， 四价应该更
优。 在年龄适用的前提下， 如果
家庭条件允许， 可以接种四价；
如果出于经济考虑而接种二价，
应该在预防效果上差距不大， 因
为其涵盖的HPV16和18型这两种
高危亚型病毒的感染率最高， 导
致的宫颈癌发病率最高占所有宫
颈癌的70%。

不是所有人
都适合接种疫苗

已经怀孕或者在哺乳期的妇
女不建议注射宫颈癌疫苗。

如果有任何严重过敏史， 必
须告诉接种医生。 对HPV疫苗的
任何组成部分或以前的疫苗， 产
生过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 就不
应该接种此疫苗。

如果已经感染了HPV， 若感
染病毒与疫苗中所保护的HPV型
别相同， 则注射疫苗无作用， 需
要等体内病毒清除完毕后再注
射； 如果感染的病毒与疫苗中所
保护的HPV型别不同， 则注射后
也有保护作用。

如果打算备孕， 注射最后一
针疫苗后， 2-3个月后才可开始
试孕。 建议受种者要在身体处于
良好状态下 （比如各种疾病的非
急性期等） 实施接种。

接种时接受医生的病史询
问， 签署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
接种后应在留观室观察30分钟后
再离开。 （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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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

四价疫苗： 北京四价宫颈癌
疫苗价格798元/支 ， 共需接种3
次 2394元。

价格上看是四价疫苗更贵一
些， 但从效价比看， 四价应该更
优。 在年龄适用的前提下， 如果
家庭条件允许， 可以接种四价；
如果出于经济考虑而接种二价，
应该在预防效果上差距不大， 因
为其涵盖的HPV16和18型这两种
高危亚型病毒的感染率最高，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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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怀孕或者在哺乳期的妇
女不建议注射宫颈癌疫苗。

如果有任何严重过敏史， 必
须告诉接种医生。 对HPV疫苗的
任何组成部分或以前的疫苗， 产
生过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 就不
应该接种此疫苗。

如果已经感染了HPV， 若感
染病毒与疫苗中所保护的HPV型
别相同， 则注射疫苗无作用， 需
要等体内病毒清除完毕后再注
射； 如果感染的病毒与疫苗中所
保护的HPV型别不同， 则注射后
也有保护作用。

如果打算备孕， 注射最后一
针疫苗后， 2-3个月后才可开始
试孕。 建议受种者要在身体处于
良好状态下 （比如各种疾病的非
急性期等） 实施接种。

接种时接受医生的病史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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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状态下 （比如各种疾病的非
急性期等） 实施接种。

接种时接受医生的病史询
问， 签署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
接种后应在留观室观察30分钟后
再离开。 （午宗）

宫颈癌和
宫颈癌疫苗

宫颈癌是一种严重威胁妇女
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 位列发展
中国家女性第二大常见癌症， 也
是致死率最高的癌症之一 。 在
全球范围内， 平均每分钟即检查
出一例新发病例， 每两分钟就有
一名女性死于宫颈癌 。 宫颈癌
发病率在中国女性恶性肿瘤中位
居第2位， 仅次于乳腺癌。

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简称为
HPV疫苗）， 因其可以预防疫苗
相关型别HPV感染导致的宫颈
癌， 也被称为宫颈癌疫苗。

目前， 北京地区已上市可以
使用的HPV疫苗有两种： 一种是
包括高危型16型和18型HPV的二
价疫苗； 另一种是在16型、 18型
的基础上， 增加了低危型6型和
11型HPV的四价疫苗 （6、 11型
HPV主要可引起生殖器疣）。 无
论二价与四价HPV疫苗， 均可用
于预防高危HPV （16型和18型 ）
感染所致的宫颈癌和宫颈上皮瘤
样病变。

接种疫苗
是最有效的防护

宫颈癌疫苗防护力效果非常
显 著 。 60% ~70% 的 宫 颈 癌 是
HPV16和HPV18型引起的 , 目前
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的三种疫苗 ， 都可以对抗
HPV16和HPV18型感染。 实验证
明： 尚未感染的青少年注射这些
疫苗 ， 可提供近100%的保护作
用， 以防持续性HPV16、 HPV18
型感染和由于持续感染引起的宫
颈细胞癌变。

男性接种
也很有必要

男性接种HPV疫苗， 不仅可
以预防HPV6和HPV11型病毒感
染所致肛癌、 尖锐湿疣， 有可能
减少患阴茎癌的风险， 降低疾病
或癌症病发率， 还能给伴侣提供
一个安心的性环境 ， 预防双方
HPV病毒交叉感染， 或是同一类
型HPV病毒交叉感染。

研究发现，男性使用疫苗后，
自身的相关病变减少， 女性伴侣
相应的感染也减少了。 所以男性
接种的必要性丝毫不亚于女性。

宫颈癌疫苗
很安全

美国历来以使用最安全、 最
有效的疫苗著称。 目前的二价、
四价、 九价疫苗， 均已通过美国
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

美国法律规定， 在疫苗使用

之前， 必须经过多年测试， 确保
疫苗的安全性， 这个过程可能需
要十年或更长的时间。 经过FDA
批准的疫苗必须是安全、 有效，
且受益大于风险。 一旦疫苗被使
用 ， 美 国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CDC） 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通过疫苗不良反应报告
系统和其他疫苗安全系统， 来监
测相关和可能的副作用， 以确保
疫苗的安全和有益。

各“价”疫苗
怎么选？

宫颈癌疫苗各 “价 ” 不难
懂。 所谓几 “价”， 指的是疫苗
可预防的HPV病毒亚型。

二价疫苗涵盖了HPV16和
HPV18亚型。 能够预防70%的宫
颈癌 ， 80%的肛门癌 ， 60%的阴
道癌， 40%的外阴癌。 另外， 研
究显示口腔癌、 舌癌、 喉癌等也
与HPV高危型HPV16和HPV18型
密切相关， 此疫苗也能够预防大
部分这些癌症 。 适用于9-25岁
的女性， 目前国内可以注射。

四价疫苗在二价的基础上增
加了HPV6和HPV11型 。 所涵盖
的4种病毒占可致病病毒的90%，
该疫苗对HPV引起的宫颈癌可达
90%的预防作用 ， 还能预防90%
的生殖器疣。 适用于20-45岁的
女性。

九价疫苗在四价基础上增加
HPV31、HPV33、HPV45、HPV52
和HPV58型。实验提示：除了四价
疫苗的作用外， 九价疫苗对其他

五种病毒类型引起的宫颈癌、阴
道癌、外阴癌有97%的保护作用。
目前国内还未获批上市。

你最想知道的价格
在这里

二价疫苗： 我国市场的二价
疫苗 “希瑞适 ” 价格约 600元/
支， 三针需要约1800元。 因为各
个地区的冷链管理费、 接种服务
费等差异， 各省最终的价格会有
所不同。

四价疫苗： 北京四价宫颈癌
疫苗价格798元/支 ， 共需接种3
次 2394元。

价格上看是四价疫苗更贵一
些， 但从效价比看， 四价应该更
优。 在年龄适用的前提下， 如果
家庭条件允许， 可以接种四价；
如果出于经济考虑而接种二价，
应该在预防效果上差距不大， 因
为其涵盖的HPV16和18型这两种
高危亚型病毒的感染率最高， 导
致的宫颈癌发病率最高占所有宫
颈癌的70%。

不是所有人
都适合接种疫苗

已经怀孕或者在哺乳期的妇
女不建议注射宫颈癌疫苗。

如果有任何严重过敏史， 必
须告诉接种医生。 对HPV疫苗的
任何组成部分或以前的疫苗， 产
生过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 就不
应该接种此疫苗。

如果已经感染了HPV， 若感
染病毒与疫苗中所保护的HPV型
别相同， 则注射疫苗无作用， 需
要等体内病毒清除完毕后再注
射； 如果感染的病毒与疫苗中所
保护的HPV型别不同， 则注射后
也有保护作用。

如果打算备孕， 注射最后一
针疫苗后， 2-3个月后才可开始
试孕。 建议受种者要在身体处于
良好状态下 （比如各种疾病的非
急性期等） 实施接种。

接种时接受医生的病史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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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后应在留观室观察30分钟后
再离开。 （午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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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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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预防HPV6和HPV11型病毒感
染所致肛癌、 尖锐湿疣， 有可能
减少患阴茎癌的风险， 降低疾病
或癌症病发率， 还能给伴侣提供
一个安心的性环境 ， 预防双方
HPV病毒交叉感染， 或是同一类
型HPV病毒交叉感染。

研究发现，男性使用疫苗后，
自身的相关病变减少， 女性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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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HPV高危型HPV16和HPV18型
密切相关， 此疫苗也能够预防大
部分这些癌症 。 适用于9-25岁
的女性， 目前国内可以注射。

四价疫苗在二价的基础上增
加了HPV6和HPV11型 。 所涵盖
的4种病毒占可致病病毒的90%，
该疫苗对HPV引起的宫颈癌可达
90%的预防作用 ， 还能预防90%
的生殖器疣。 适用于20-45岁的
女性。

九价疫苗在四价基础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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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HPV58型。实验提示：除了四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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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 “希瑞适 ” 价格约 600元/
支， 三针需要约1800元。 因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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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等差异， 各省最终的价格会有
所不同。

四价疫苗： 北京四价宫颈癌
疫苗价格798元/支 ， 共需接种3
次 2394元。

价格上看是四价疫苗更贵一
些， 但从效价比看， 四价应该更
优。 在年龄适用的前提下， 如果
家庭条件允许， 可以接种四价；
如果出于经济考虑而接种二价，
应该在预防效果上差距不大， 因
为其涵盖的HPV16和18型这两种
高危亚型病毒的感染率最高， 导
致的宫颈癌发病率最高占所有宫
颈癌的70%。

不是所有人
都适合接种疫苗

已经怀孕或者在哺乳期的妇
女不建议注射宫颈癌疫苗。

如果有任何严重过敏史， 必
须告诉接种医生。 对HPV疫苗的
任何组成部分或以前的疫苗， 产
生过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 就不
应该接种此疫苗。

如果已经感染了HPV， 若感
染病毒与疫苗中所保护的HPV型
别相同， 则注射疫苗无作用， 需
要等体内病毒清除完毕后再注
射； 如果感染的病毒与疫苗中所
保护的HPV型别不同， 则注射后
也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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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病毒与疫苗中所保护的HPV型
别相同， 则注射疫苗无作用， 需
要等体内病毒清除完毕后再注
射； 如果感染的病毒与疫苗中所
保护的HPV型别不同， 则注射后
也有保护作用。

如果打算备孕， 注射最后一
针疫苗后， 2-3个月后才可开始
试孕。 建议受种者要在身体处于
良好状态下 （比如各种疾病的非
急性期等） 实施接种。

接种时接受医生的病史询
问， 签署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
接种后应在留观室观察30分钟后
再离开。 （午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