卵子冷冻（卵母细胞保存）
新患者介绍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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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生育护理

欢迎参加 NYULFC 卵子冷冻介绍课程。
第 1 节：NYULFC 简介

关于 NYULFC 卵子
冷冻周期的关键信息

第 2 节：刺激和取卵

取卵流程：
促排卵
取卵

第 4 节：健康

第 5 节：研究

面向 NYULFC 患者的
健康与支持服务

研究和参与选择

第 3 节：冷冻保存

冷冻保存流程：
胚胎
卵母细胞冷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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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Haley Penny，LMSW

NYU Langone Fertility

健康教育者
NYU Langone Fertility Center

660 First Avenue, 5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6

电邮：
Haley.Penny@nyulangone.org

电话：212-263-8990

传真：212-263-7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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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节：NYULFC 简介

关于卵子冷冻周期
的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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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点
主办公室

游牧式卫星办公室

660 First Avenue, 5th & 6th Floors
New York, NY, 10016

109 West 27th Street, 9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1

212-263-8990

212-263-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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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NYULFC 医生团队
一流的成果。
卓越而专业的护理。
持续的协作。
我们的医生拥有 140 多年开展生育治疗周期
的集体经验。NYULFC 医生团队的所有成员都
致力于提供卓越的临床护理，所有团队成员每
天紧密协作，为 NYULFC 患者提供最优的成果。

Alan Berkeley，医学博士
(MD)

Jennifer Blakemore，医
学博士 (MD)

Shannon DeVore，医学博
士 (MD)

Elizabeth Fino，医学博
士 (MD)

NYULFC 采取“每日一医生”模式，这是指每
天分配一名医生进行所有外科手术。您将在整
个治疗周期中到您的医生处进行看诊，您的医
生将指导您的护理计划（包括药物剂量、监测
频率和其他临床指示），但您的医生可能不是
在您手术当天被分配进行手术的医生。
在 NYULFC 接受护理期间，您还可能会见到我
们的主治医师 Lisa Kump 医生。虽然 Kump
医生不再接收新患者，但她为在 Fertility
Center 进行治疗周期的所有患者提供卓越的
护理。

James Grifo，医学博士
(MD)，哲学博士 (PhD)

Brooke Hodes Wertz，医
学博士 (MD)，公共卫生硕
士 (MPH)

David Keefe，医学博士
(MD)

Frederick Licciardi，医
学博士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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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内分泌科进修医生

Nicole Yoder，医学博
士

Jacquelyn Shaw，医学博
士

Sarah Cascante，医学博士

Ashley Wiltshire，医学
博士

NYULFC 隶属于 NYU 医学院妇产科 (OB-GYN) 的生殖内分泌和不育科 (REI)。
我们在 REI 设有经美国妇产科学委员会批准的 3 年期进修医生培训计划。
进修医生是持证医师，在 REI 从事次级专科工作之前，已在 OB-GYN 完成了 4 年住院医生实习期。

在 NYULFC 接受护理期间，您将与我们的进修医生交流互动，他们将为您提供临床护理并承担随时待命责任
（包括紧急情况）。

7

第 1 节

I

NYULFC 概述

遗传咨询

隐性遗传病
携带者筛查

Andria Besser 是获得专科认证的遗传咨询师和
NYULFC 的生殖遗传科主任。

NYULFC 通过 “Sema4” 实验室
进行携带者筛查。携带者筛查
可以帮助检测个体是否存在生下患特定
遗传性疾病的婴儿的风险。携带者筛查
通过 血液检查或唾液样本检查进行。

遗传咨询的指征包括：
•
遗传性疾病、染色体异常或出生缺陷的个人或
家族史
•
夫妇双方携带相同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
•
X 连锁遗传病的女性携带者
Andria Besser，理学
硕士

大多数进行卵子冷冻周期的患者不选择进行携带者筛查。携带者筛查检测项目每年都在
持续增加。为了接受“最新”的携带者筛查检测，如果/当卵子冷冻患者回来进行胚胎形
成/体外受精 (IVF) 周期时，通常会选择进行携带者筛查。植入前基因检测是在胚胎上
进行的（不能在卵母细胞上进行），因此不提供给卵子冷冻患者。

植入前基因检测（PGT-A、PGT-M）

NYULFC 通过 “Coopergenomics” 实验室进
行 PGT。PGT 有助于筛查胚胎是否存在基因
异常。如果您正在考虑进行 PGT，
需要通过电话与 Coopergenomics 遗传学顾
问进行咨询。

如果您想要储存胚胎，大多数储存胚胎的夫妇都会在胚胎形成前进行携带者筛查。大多
数进行胚胎储存周期的患者还会选择进行植入前基因检测。
通过预约方式进行此检测。
请联系我们的遗传学协调员 Sylvia Wadowiec（电子邮箱：
Sylvia.Wadowiec@nyulangone.org，电话：212-263-0054）安排电话咨询。

请注意，NYUFC 不提供遗传性癌症（如
BRCA1/BRCA2）的检测或遗传
咨询。
这些服务可通过
NYU Perlmutter Cancer
Center (646-754-1376) 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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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护理
协调员
您的患者护理协调员
将在您的整个治疗周
期中担当您的联系人。
在 NYULFC，
每名医生直接与一名
患者护理协调员协作，
组成“医生小组”或
护理团队。

Alan Berkeley 医生和
Frederick Licciardi 医生的患者

James Grifo 医生的患者

Rose Polidura
212-263-6498

Maribel Feliciano
212-263-7967

FertilityCoordinators@nyulangone.org
Rose.Polidura@nyulangone.org

FertilityCoordinators@nyulangone.org
Maribel.Feliciano@nyulangone.org

Brooke Hodes Wertz 医生和
Jennifer Blakemore 医生的患者

Elizabeth Fino 医生的患者

Kimown Peters
646-754-1253

Joanna Marrero-Constantine
212-263-7976

FertilityCoordinators@nyulangone.org
Kimown.Peters@nyulangone.org

FertilityCoordinators@nyulangone.org
Joanna.Marrero-constantine@nyulangone.org

David Keefe 医生和
Shannon DeVore 医生的患者

联系您的患者护理协调员时，请发送
电子邮件至：

Emily Hawkins
212-263-3659
FertilityCoordinators@nyulangone.org
Emily.Hawkins@nyulangone.org

FertilityCoordinato
rs@nyulangone.org
并抄送给您的专属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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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和男科
实验室时间表
NYULFC 胚胎、男科和
内分泌科实验室位于
6th Floor at 660 First Avenue。

NYULFC 的实验室将在每年 12 月关闭
10 天进行长时间的清洁和维护（“8
月和 12 月停机时间”）。

在关闭期间，NYULFC 继续提供监测、
咨询和非 IVF 程序。

如果您对实验室停机时间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您的患者协调员。

您的协调员将确保您可以在 12 月的
实验室关闭之前完成您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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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检测和预约
请注意，所需的所有检测（即“检查清单”）和保险预认证
必须在周期开始之前完成。未完成所有清单项目或未填妥同
意书将导致您的治疗推迟。

第 2/3 天前检查清单
为了确保您在治疗周期中处于最佳的健康状态，所有筛查检测/预约的结果必须在第 2/3 天的开始日
前完成。除了精液分析、基因检测和心理咨询外，其他检测可以在您首选的实验室/提供者处进行。
传真至 (212) 263-4821，收件人：患者协调员

患者姓名
伴侣姓名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女性要求

需要

男性要求

需要

伴侣双方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梅毒（快速血浆反应素 [RPR]、性
病研究实验室 [VDRL]）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1 / HIV
2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心理咨询
（如果使用供体精子/卵子）
驾照或护照

全血细胞计数 (CBC)**

处方卡

血红蛋白 (Hgb) 电泳

保险卡

医疗许可

梅毒（快速血浆反应素 [RPR]、性
病研究实验室 [VDRL]）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1 / HIV
2
医疗许可
精液分析
精子冷冻
是/否
样本是否在 NYULFC？
是/否

手术授权

全面基因筛查

胚胎植入前基因筛查/ 诊断
(PGS/PGD) 咨询

麻疹抗体免疫球蛋白 G (IgG)
水痘抗体 IgG
风疹抗体 IgG
血红蛋白 (Hgb) 电泳
血型和 Rh
全面基因筛查
血型抗体
全血细胞计数 (CBC)**
催乳素（如果月经超过 35 天）
促甲状腺激素 (TSH)
促卵泡激素 (FSH)/ E2 (A)**
抗穆勒氏管激素 (AMH)
宫颈培养：衣原体
宫颈培养：淋病
宫颈培养：子宫颈抹片检查 (B)
发声
子宫输卵管造影 (HSG) 或 FemVue
乳腺 X 光检查 (C)
情况介绍/获取同意

情况介绍/获取同意

需要

用药授权
联系护士订购药物

保险和用药授权：
Joanne Healy (212)263-0037
Michelle Headley (212)263-2707
Nati Marte (212)263-0392
Vicki Salinas (212)263-0375
患者协调员：
Maribel Feliciano (212)263-7967
Kimown Peters (212)263-8652
Charmaine Chestnut (212)263-6498
Danitra Wynn (212) 263-0029
男科实验室协调员：
Rose Polidura (212) 263-0079

晨间监测时间：上午 7-9 点，每周 7 天
验血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10 点至中午，下午 1-3 点

CooperGenomics：(877) 282-3112

(B) 在 3 年内或除非另有说明

科等）

联系药房以递送/拿取药物

主办公室（所有时间）：(212) 263-8990
计费部门：(212) 263-8647
非工作时间，仅需做记录（月经周期开始后）：(212) 263-8999
心理咨询预约：(212) 263-0054

(A) 为获得保险授权，需要在第 2 天进行未用药情况下的 FSH/E2 检测

如果您或您的伴侣有任何医疗状况
或过敏症，或正在使用任何处方药
或草药补充剂，请告知我们。某些
医疗状况需要您的私人医生在治疗
前提供书面许可。（心脏科、肾脏

您应在治疗开始时提供您的“事前
指示”（如有）。您可从您的医学
博士的助理处获得信息。

同意书
NYULFC 与所聘的医学博士
合作，将同意书和
视频教育模块
直接发送到您的
电子邮件收件箱。
您将通过电子邮件收到卵母细胞冷冻
保存同意书，并需要在签名时验证您
的身份。您还将收到一份研究同意
书——这是可选的。更多信息请见
幻灯片 37。

您需要
使用手机
扫描 驾照
或护照。
您必须在周期
开始 之前填妥
所有同意书。

(C) 基线 40 岁及以上，然后根据需要
**需要每 6 个月进行一次

NYU Langone Fertility
Center
660 First Avenue, 5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6  电话：(212) 263-8990传真：(212) 263-7853 - www.nyufertilitycenter.org 1023 号
表格 – 修订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

上图所示的检查清单是通用的参考指南。
您将从患者护理协调员处收到一份为您
定制的检查清单。

请注意查收电
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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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麻醉评估
取卵将在监测麻醉下进行。在某些情况下，
NYULFC 要求获得麻醉许可。
在以下情况下，需要获得麻醉许可：
• 如果患者体重大于 200 磅，及/或患者的体重指数 (BMI) 表明肥胖
• 如果患者患有可能损害气道或呼吸能力的疾病
在这些情况下，患者必须在开始用药前到麻醉师处检查气道并确定静脉通路。
如果麻醉师认为气道受损或无法确定静脉通路，则患者不可进行麻醉。
在这些情况下，可能会取消取卵，或者患者可能需要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
取卵。或者，患者可能 需要推迟治疗，直到减掉足够的体重，或直到获得医疗
许可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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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子冷冻
保险预认证（如适用）
保险范围（？）

预认证

药房福利计划

很遗憾，许多保险公司并不承保卵子冷冻。

如果您有保险，您必须为预认证流程留出 3
周时间。请提供您的药房计划所要求的所有
表格，并联系我们的其中一位用药授权协调
员获取更多信息：

如果您有保险，您的药房福利计划将确定在
任何时候可以为您的治疗周期分发的药物品
牌和数量。

请联系您的保险公司和/或您的员工福利提供
商，了解您可能可享有的任何保险福利。
如果您的保险承保卵子冷冻，在开始治疗之前，保险公司
通常要求对您的用药和/或手术进行预认证。我们将协助
您完成此流程，但是必须根据您的个人保险要求提供所有
信息，并且您对确保完成预认证流程负有最终责任。每个
周期，甚至是重复的治疗，都必须事先获得授权。

患者必须了解自己的药房福利及其限制。
我们可以协助您，但我们无法规避福利要求。
Nati Marte

(212) 263-0392

Joanne Healy

(212) 263-0037

Vicki Salinas

(212) 263-0375

Michelle Headley

(212) 263-2707

Bianca Remache

(212) 263-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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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开始预订
预订要求

进行周期开始预订
是所有在 NYU Langone
Fertility Center 接受
治疗的患者都需要做的事。

预订时间

如何进行预订？

考虑到月经周期时间的变化，对周期
开始的所有预订均可在确认日期的 7
天窗口期内进行兑现。

请联系您的患者护理协调员进行第 2
天周期开始预订。

例如：如果您确认预订的第 2 天开
始日是一个月的 14 号，那么将在该
月的 7 号至 21 号兑现您的预订。

您的协调员将为您安排周期开始预订。
您的协调员还将在您的 预期月经时
间 前 1 周给您打电话，以确认您的
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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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第 2 天”开始？

月经周期的第 1 天
是指完全来月经（并
非少量血迹或点滴出
血）的那天，以午夜
前为分界线。

第 2 天是其后
的第一天。

如果您正在服用
避孕药，这将是
您最后一次服用
有效药后 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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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监测

准备好开始了吗？

注射用刺激药物的平均用药天数为 10-12 天，但这取决
于您的身体对药物的具体反应。

IVF 治疗周期日历
促性腺激素 • 促性腺激素拮抗剂
周期第 1 天

周期第 2 天
同意书截止日

周期第 3 天
上午-FSH 300

周期第 4 天
上午-FSH 300

周期第 5 天
上午-FSH 300

早上 7 点至 10 点
之间的晨间监测
月经开始

如果注册护士 (RN)
给出指示，则开始使
用促性腺激素（刺激
药物）。
下午-FSH 300
和
Menopur 150

伴侣：多西环素
患者：促性腺激素

（仅限下午）

下午-Menopur 150 下午-Menopur
150

下午-Menopur 150

周期第 6 天

周期第 7 天
第 2 次晨间监测访 可能进行的晨间监测
视
访视
患者：促性腺激素
（仅限下午）
请勿在上午进行注
射，请在上午 710 点之间返回
NYUFC。
等待指示。

伴侣：多西环素
患者：促性腺激素

（仅限下午）

周期第 9 天

周期第 10 天

周期第 11 天

周期第 15 天

（下午）

周期第 12 天

周期第 13 天

• 第 1 天微剂量 Lupron® 开始日
期
• 第 21 天 Lupron® 开始日期

周期第 14 天

晨间监测
不用药。
午夜后不得吃喝。 取卵
麻醉

患者：可能使用拮 促性腺激素
抗剂（上午）
（下午）
促性腺激素
（下午）

排卵触发
34-36 小时内取卵

周期第 16 天

周期第 17 天

周期第 18 天

周期第 19 天

周期第 20 天

周期第 21 天

周期第 23 天

周期第 24 天

周期第 25 天

周期第 26 天

周期第 27 天

周期第 28 天

计划在家休息。
伴侣提供精液样本

受精结果
护士会致电您。

周期第 22 天

• IVF 或冷冻胚胎移植 (FET) 周
期的第 2 天开始日期

第 2 天访视后，护士将致电您提供相关指示。
护士将通知您是否可以在当天晚上开始注射药物。

可能进行的晨间监 可能进行的晨间监测 可能进行的晨间监
测
可能进行的晨间
伴侣：多西环素
伴侣：多西环素 患者：可能使用拮抗 测
伴侣：多西环素 监测
患者：可能使用拮 剂（上午）
伴侣：多西环素
促性腺激素
抗剂（上午）
伴侣：多西环素 患者：可能使用
拮抗剂（上午）

促性腺激素
（下午）

在第 2 天访视时，您将接受血液检查和超声检
查。

伴侣：多西环素
伴侣：多西环素
患者：促性腺激素 伴侣：多西环素 患者：促性腺激素
（上午/下午）
患者：促性腺激 （上午/下午）

素
（上午/下午）

周期第 8 天

在月经周期的第 2 天，您将需要按照预约在上
午 7 点至 10 点之间前往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您
的“第 2 天周期开始”访视。

请在以下日期前一天的上午 8 点
至下午 4 致电您的患者协调员：

FERTILITY CENTER atthNYULMC
660 First Avenue, 5 Floor, New York, NY 10016  电话：(212) 263-8990  传真：(212) 263-7853  www.nyufertilitycenter.org
92046 号表格-修订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
第 1 页，共 2 页

上面图中所示（也包含在您的信息包中）
的周期日历是通用的参考指南，将随着
周期进展而更改。

您的用药、剂量，以及您回来进行第二次晨间监
测访视前等待的天数已由您的医生预先确定。
第二次晨间监测访视后，护士将再次致电您提供
相关指示，因为根据您对药物的具体反应，您可
能需要在整个周期过程中改变药剂量。

需提供的信息
致电时，请提供您的姓名（请拼
读出来）、出生日期、主治医生
和周期类型（卵子冷冻）。
请在周期开始前通知我们，以便
我们的团队在您到达之前准备好
您的医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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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YULFC 进行晨间监测
何时何地

下午回电

联系信息

晨间监测服务（包括血液检查和超声
检查）在两个办公室（主办公室和游
牧式卫星办公室）均可进行。

预计在您进行晨间监测访视后的当天
下午，护士会致电您。

有疑问？

晨间监测时间为上午 7 点至 10 点，
每周 7 天。

请致电主办公室
请向我们提供最便于联系的电话号码
（带有语音信箱功能！），以便我们
能够在中午 12 点至下午 5 点之间联
系您。

晨间监测需要预约。

212-263-8990。
联系我们护理人员的最佳时间是美国
东部时间上午 10 点至下午 5 点。

请遵循护士给予您的所有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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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安全
和新冠肺炎
(COVID-19)

1) 必须佩戴口罩。

4) 所有患者在进入设施时都将接受
体温和健康状况筛查。

所有患者和工作人员在进入设施期间必须佩
戴口罩。请记住在到达时佩戴着口罩，并在
访视期间保持佩戴口罩。

进入 NYULFC 的所有人员都需要通过体温筛
查，并接受 COVID-19 相关症状筛查。对于
这些必要措施所耽误的时间，我们深感抱歉。

2) 必须预约。

5) 周期中断政策

为了减少等候区的人数，每位患者将收到晨
间监测预约。为了保护患者和工作人员的安
全，患者只能在预定的预约时间内进入中心。

如果患者在治疗周期期间出现 COVID-19 相
关疾病症状，或者如果患者在处于月经中期
时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则该周期将被取
消或暂停。

NYULFC 和 NYU Langone Health 正
在共同管控 COVID-19 风险，我们
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患者和员工的安
全。
如果您出现医疗紧急情况，请拨打
911。如果您感觉不适，请勿前来办
公室。请到您的初级保健提供者处
就医，并联系您的 NYULFC 护士以
向我们告知您的疾病。您的医生将
与您一起确定您的护理计划的后续
适当安排。
NYULFC 正在根据美国生殖医学会
(ASRM)、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纽约州卫生署和 NYU
Langone Health 提供的所有指南，
制定安全预防措施。请注意 NYULFC
实施的新社交距离和安全措施。

如果在取卵前取消或暂停，我们将根据在周
期期间已提供的服务发放贷方余额。贷方余
额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我们无法向第三方
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第三方提供的产品或服
务包括但不限于药物、抽血、麻醉、基因检
测、组织储存费等）提供信贷。

3) 不接待访客。
为了尽量减少设施内的人数，只有已排程的患者可
以进入设施。所有前来 NYULFC 进行晨间监测、血
液检查或成像扫描的患者必须单独进入设施，不允
许任何访客陪同。儿童不得进入设施。我们对给您
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我们致力于通过限制设施内
的人数来保护患者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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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强制性 COVID-19检测
COVID-19 检测要
求

适用人群及原因

何时何地？

2020 年 6 月 14 日，纽约州发布了
新指南，要求所有诊室手术必须在诊
室手术前 5 天内对患者进行 COVID19 检测。
不进行 COVID-19 检测 = 不能进行手
术。

所有患者均必须下载
NYU MyChart 应用程序。

这将适用于进行取卵、扩张和刮宫术
(D&C) 或睾丸取精术 (TESE) 的
NYULFC 患者。

您的医生将使用 MyChart 为您安排
COVID-19 病毒检测。您需要登录您的
MyChart 帐户，安排在 NYU 检测中心
进行 COVID-19 检测的时间。
iOS：apps.apple.com/us/app/nyulangone-health/id1196929294
Android：
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
=org.nyulmc.clinical.mychart&hl=en_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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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排卵
和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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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殖系统

输卵管

卵巢

子宫内膜
子宫颈
阴道

子宫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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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子冷冻用药
第 2 天开始
将根据第 2 天-第 3 天
的验血和超声检查结果，
以及保险公司的批准决
定是否开始用药。
如果您提前购买了药物，
但之后取消了治疗周期，
您将无法将药物退还给
药房。
如果储存得当，药物通
常可以安全储存一年。

保险范围
如果您没有保险，请通知
IVF 护士您选择的药房，
以及您希望何时订购药物。
如果您有保险，我们必须
遵守保险公司关于药物选
择、剂量和药房地点的指
南。请提前安排好药物拿
取/递送事宜，特别是如
果您的保险公司要求使用
邮购药房。

药物类型

促性腺激素（FSH、
HMG）
抗生素
（针对男性伴侣 [如
适用]）

药物价格
扫描此处，查看 Apthorp、
Metro Drugs 和
Schrafts 专项药房为
NYULFC 患者提供的折扣
药物定价：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nRH) 拮抗剂
GnRH 激动剂
促排卵针

扫描此处

请查看包含在您的 NYULFC 患者信息包中的
专项药房表单。
请务必检查您的药物并妥善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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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性腺激素（FSH、HMG）
目的：
促性腺激素用于刺激卵巢同时使多个卵泡成熟。
类型：

•
•

FSH – Gonal F® or Follistim®，通过“注射笔”给药
HMG – Menopur®，通过使用短针进行皮下注射给药

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乳房压痛、注射部位皮疹或肿胀、情绪波动、抑郁、腹胀或不适、过度刺激综合
征 （<1%）
特别指示：
开始使用促性腺激素进行卵巢刺激后，避免进行走路以外的其他运动。保持充足
的水分，并摄入大量蛋白质。
请注意：
Gonal F® 和 Follistim® 是相同的药物（不同的制造商）。您的保险公司可能会
要求您使用特定药物。如果 NYULFC 不参与您的保险计划，您可以比较多家药房
以找到其中任一种药物的最低价格。最好提前完成此事，然后告诉我们您希望我
们将您的处方寄送到何处。

NDC 555666-7501-2

（注射用尿促性素）
5 支单剂量注射用尿促性素
5 支单剂量 0.9% 氯化钠注射液，（美国药典 [USP] 标准），2 ml
5 个 Q-Cap*药瓶转接头

仅用于皮下注射

仅凭处方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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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nRH)
拮抗剂
目的：
GnRH 拮抗剂用于抑制黄体生成激素 (LH) 的释放，从而有
助于防止提前排卵。
类型：Cetrotide® 或
Ganirelix Acetate®
给药：皮下注射

GnRH 激动剂
目的：
GnRH 激动剂用于抑制自然的激素周期和防止提前排卵。
类型：Lupron®
（醋酸亮丙瑞林）
给药：
皮下注射

开始用药的周期天数：

通常，患者会在周期第 7-9 天之间开始使用 GnRH 拮抗剂，
具体取决于个体对促性腺激素注射的反应。一旦开始，用药
将持续到打促排卵针当天（包括当天）。
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发生率 <5%）
腹胀、注射部位瘀伤或反应、头痛、恶心、阴道出血。

开始用药的周期天数：
通常在接受促性腺激素治疗前一个周期的周期第 21 天开始
用药，但这取决于您的正常月经周期时长。月经通常在注射
后 8-10 天出现。
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腹胀、注射部位瘀伤、潮热、头痛、情绪波动、失眠、阴道
干燥。这些副作用大多仅发生在月经开始后。

请注意：
如果您对乳胶过敏，请告知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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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排卵针

其他促排卵药物

目的：
促排卵针模拟体内黄体生成激素 (LH) 的自然激增并使卵母
细胞（卵子）成熟。
类型：Ovidrel®（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hCG）

目的：
您的促排卵药物将根据您对刺激药物的反应决定。虽然大多
数周期都是使用 Ovidrel® 进行促排卵，但如果您的医生认
为适当，您可能会收到使用 Lupron®（醋酸亮丙瑞林）或
Lupron® 加 hCG/Ovidrel® 而非 hCG/Ovidrel® 作为促进卵
子最终成熟的促排卵药物的指示。

给药：必须在计划时间的 10 分钟内按照指示的确切剂量进
行 2 次 Ovidrel® 皮下注射。未能正确注射促排卵针可能
导致取消取卵。（请——设置闹钟！）

给药：
皮下注射。如果使用 Lupron® 作为促排卵药物，将以 40 单
位剂量给药，并可能降低 Ovidrel® 剂量。

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头痛、腹胀、易怒、注射部位疼痛、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请注意：
Ovidrel® 在纽约州属于管制药物，只有某些药房发放此药。
请确认您的药房是否可以接受 Ovidrel®/hCG 的电子处方。

如果您没有药物保险（“自付”），我们
建议等到明确知道需要使用哪种促排卵针
剂时才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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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教学视频
品牌名称

药物类型

目的

Gonal-F 或 Follistim

促性腺激素 (FSH)

卵巢刺激

培训视频

Gonal-F：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_MvNC3y1t0
Follistim：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iz5zu13Gnk

Menopur

促性腺激素 (HMG)

卵巢刺激

Menopur：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BrRpb436A0

Cetrotid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ZlMyra_WNc
Cetrotide 或
Ganirelix Acetate

GnRH 拮抗剂

防止提前排卵

Ovidrel 或
Pregnyl 或
Lupron

促排卵注射剂

促进卵泡成熟和释放卵
子（严格遵守时间！）

多西环素、环丙沙星

抗生素

防止受精时胚胎发生
任何感染

Ganirelix：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1pDSK-1pHM

Ovidre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mD_Fi4LcS0
Pregnyl：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tC49jsxcUc

如果您正在进行胚胎储存周期（而非卵子冷冻周期），可能会为您
的男性伴侣开具 10 天的 口服抗生素片剂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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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卵
预定在促排卵后

34-36 小时
进行取卵手术。

在取卵前 6 小
时内不得吃喝。

在治疗周期期间，请勿服用阿司
匹林、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
如 Motrin、Aleve、Advil、
Naprosyn）或任何可能干扰血小
板功能的药物、草药或其他物质。
这会增加您因取卵而出现出血并
发症的风险。

您将被介绍给麻醉师，由其
进行静脉镇静。取卵手术一般
需要

5-10 分钟，
您将在手术期间接受镇静。

由于您将接受麻醉，因此在离
恢复通常需要

1 小时
但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这取决于
您的身体对麻醉的反应。在此期间，
将评估您的疼痛情况，并提供术后
指示。

开时必须有一名成人陪同和
照顾您，将您安全送回家。
没有陪同人员？
则不得取卵。
不是开玩笑。

取卵：已完成！

计划取卵当天在家
休息一整天。

这是 NYU Medical Center 规
定的
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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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卵：提醒
• 每天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 9:30 左右开始取卵。取卵安排为大约每 30 分钟进行一次，直到全部完成为止。
• 取卵将在注射促排卵针后 34-36 小时进行。促排卵针必须在计划时间的 10 分钟内按照指示的确切剂量进行注射。请为注射
促排卵针设置闹钟！
• 当您在预定取卵当天早晨醒来时，请记住，您在 取卵前的 6 个小时内不能吃喝。如有指示，可用一小口水送服药物。
• 设施内提供小型储物柜，但请勿携带任何贵重物品。裸妆前来就好！前来进行取卵手术时，请勿佩戴首饰或化妆。
• 当您抵达 660 First Avenue 时，您将在我们主接待区的 5 楼进行登记。然后，您将被引导至我们手术室所在的 6 楼。我
们的护理团队将进行摄入评估，并让您做好取卵准备。您将被介绍给麻醉师，由其进行静脉镇静。取卵手术通常需要 5-10
分钟。在手术期间，您将接受镇静。恢复通常需要 1 小时，但也可能更长。在恢复期间，将评估您的疼痛情况，并提供术后
指示。
• 由于您将接受麻醉，因此在离开时必须有一名可靠的成人照顾您，将您安全送回家。这是 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 和
美国门诊手术设施认证协会 (AAAAASF) 规定的安全措施。没有陪同人员，则不得取卵。
• 计划在取卵当天在家休息。恭喜您为实现未来的家庭建设目标制定计划！在您取卵后的第二天，我们将打电话给您，告知您
冷冻保存的成熟卵子的最终数量，并审查您的卵子冷冻储存计划。在您下次与医生交谈时，您将讨论此次取卵的结果，并审
查您的护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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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卵

卵巢

超声视图

OTPC

医生使用超声观察卵巢，将针头穿过阴道壁插入卵巢，取出卵子
用于 IVF
Organon 提供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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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母细胞冷冻保存
（“卵子冷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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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母细胞冷冻保存
取卵时，
胚胎学医生会对卵子进行
评估。

通过称为“玻璃化”的过程，使用液氮冷冻成熟的卵子。

玻璃化冷冻过程有三个关键组成部分：首先，卵子暴露于高浓度的冷冻保护剂中，以使细胞
快速脱水；然后，卵子
将放入微型储存麦管中，这将有利于超快速冷却；最后，装有卵子的麦管将尽可能快地冷却，
通常是以每分钟数千度的速度冷却。

冷冻后，卵子可在液氮中于 -180°C 下无限期储存。
冷冻卵子将在 NYU Langone Fertility Center 内储存。所有 NYULFC 患者都将获得一个 Embryo Options 帐户，这是我们
的人体组织管理合作伙伴。

患者可随时登录 Embryo Options 门户网站，以管理其冷冻储存的人体组织（在线教育、对使用冷冻卵子进行预约申请、在线账单支付、处置管理
等）。如果您希望使用您的人体组织，请联系您的患者护理协调员，以开始新的周期。如果您希望将您的人体组织运送到其他地方，可能会收取运输
费。如果您希望丢弃您的人体组织（意味着您不希望使用该人体组织），您可以在 Embryo Options 上填写人体组织处置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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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卵之后……
计划在取卵当天在家休息。您可以享受椰子水、PJ 和
Netflix。
应该：休息和放松！不要：操作重型机械。
在您取卵后的第二天，我们将打电话给您，告知您冷冻
保存的成熟卵子的最终数量。在您下次与医生交谈时，
您将讨论此次取卵的结果，并审查您的护理计划。
如果使用了 Ovidrel 促排卵针，您的下一个月经期将
在取卵后大约两周开始，如果使用了 Lupron® 促排卵
针，则下一个月经期将在一周后开始。
您必须告知我们的办公室您当前的地址、电子邮件地址
和电话号码。如果办公室无法通过电话或邮件联系您进
行必要的通信，您的卵子可能会被丢弃。如果您的联系
信息发生变化，请向我们提供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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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取卵后围绕着
细胞的卵子

清除周围细胞后
的成熟卵子

所有 NYULFC 患者都将获得一个 Embryo Options 帐户，
这是我们的人体组织管理合作伙伴。
患者可随时登录 Embryo Options 门户网站，以管理其
冷冻储存的人体组织（在线账单支付、对使用冷冻卵子
进行预约申请、在线教育、处置管理等）。
欲知详情，请访问：
nyulangone.embryooptions.com/Abou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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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健康

面向 NYULFC 患者的
健康与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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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支持
针灸服务

针灸服务由注册针灸师 (L.Ac)
Lara Rosenthal 提供。
针灸在 NYULFC 设施内提供，每
周 4 天。*
针灸可以在生育用药和手术之前
以及同一期间安全地使用。
如果您对生育针灸感兴趣，请致
电 212-807-6769。
（*本服务因 COVID-19 而暂停
提供。）

心身支持小组

生育
瑜伽

生育营养
瑜伽

NYULFC 患者可以获得由 Helen
Adrienne（有执照的临床社会工
作者 [LCSW]、经专科认证的临
床社会工作师 [BCD]）提供的心
身支持小组服务。

生育瑜伽服务由 Barrie Raffel
提供。

Rooted Wellness 的营养师可为
您提供生育营养咨询。

在生育治疗周期中的任何时候，
练习生育瑜伽都是安全的。

您可以在生育治疗周期中的任何
时候开始接受生育营养咨询。

心身支持可以一系列单独课程、
为期一天的小组计划，或基于个
人咨询的形式提供。

如果您对生育瑜伽感兴趣，请发
送电子邮件至
barrieraffel@gmail.com
联系 Barrie。

如果您对生育营养感兴趣，请发
送电子邮件至
sarah@rootedwellness.com
(Sarah Rueven) 或
claire@rootedwellness.com
(Claire Virga)。

心身支持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患者
认识到，虽然他们无法控制不孕
不育，但他们能够控制如何应对
不孕不育。
如果您对心身支持感兴趣，请致
电 212-758-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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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支持服务
NYULFC 患者可获得内部和外部心理科医生的
服务，他们所有人都在帮助夫妇应对整个生
育治疗过程中产生的压力源方面拥有数十年
的经验。
夫妇和/或个人可进行咨询、治疗和心理支持
谈话。
所有使用供体配子的患者均必须接受咨询。
如果您对心理支持感兴趣，请致电 212-2630054 了解更多信息或进行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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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与支持
我们认识到，您可以选择护理
提供者，并且
我们致力于提供富有同情心、
个性化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服务。

开始卵子冷冻周期前要考虑的问题：卵子冷冻
的潜在健康风险和副作用
•

–

我们很乐意按您的节奏来开展
工作，并回答您可能有的任何
问题。请在访视期间随意提出
问题，或致电 212-263-8990
联系我们。我们随时为您服务。
信息资源可通过以下网址在线
获取：
• ASRM.org
• Resolve.org
• SART.org
• cdc.gov/art

重度卵巢过度刺激 (OHSS)，可能导致住院治疗。

–

•

根据女性对生育药物的敏感性，可能会发生中度至重度过度刺激，
并可能需要频繁监测或改变周期（包括取消或推迟胚胎移植），甚
至可能需要住院治疗。
如果您感到严重腹胀或体重迅速增加，请立即致电我们的办公室。
请参阅患者信息包中的 OHSS 告知书，了解详细信息。

药物不良反应
–
–

对麻醉或生育药物产生过敏反应。
麻醉药物可能导致便秘。Colace® 可作为非处方药用于治疗这种副
作用。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FertilityNY.com 了解更
多信息，这包括患者资源部分，
内含患者表格、介绍幻灯片和
注射培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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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参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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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端粒

在 NYULFC 开展的临床研究
NYULFC 致力于通过科学发现
推进科学发展和改善医疗护理。
作为学术研究的领先中心，我们的教职员工始终积极参与多项研究，我们希望这些研究能够推进和改善不育基准和生育
治疗方案。
我们的样本采集和储存库的目的是使无需用于诊断或临床用途的剩余生物样本能够用于研究，否则这些生物样本将予以
丢弃。
参加研究纯属自愿，这意味着是否参加由您自行选择。无论您是否决定参加都不会影响您在治疗周期中接受的诊疗护理。
提供研究同意不会对您的医学治疗产生任何影响。必须在 NYU Langone Fertility 工作人员的见证下提供研究同意。

我们的研究遵循透明的独立机构审查委员会 (IRB) 评估流程和严谨的知情同意流程。IRB 负责审查所有拟开展的研究，
并确保研究以保障和促进受试者健康和福利的方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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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端粒

在 NYULFC 开展的临床研究
我们的研究目标是优化受精、胚胎发育和培养、体外成熟、冷冻保存技术，并更好地了解卵子和胚胎活力以及其他不育临床指征。
我们的研究希望使用您在周期中产生的生物材料（程序性副产品、被认为无法用于实现活产妊娠的失活标本或材料），这些材料在
您的常规周期过程中通常会被丢弃。
丢弃的生物材料可能包括在精子准备过程中采集的极少量残余样本、取卵过程中收集的颗粒细胞、卵丘细胞、卵巢卵泡液、未成熟
卵母细胞、异常受精的卵母细胞，或因质量差而不适合移植的胚胎。
捐赠给研究的组织绝不会移植给人类受试者。NYULFC 仅会在去除身份识别信息后收集、使用和储存捐赠给研究的样本。捐赠给研
究的样本（包括脱氧核糖核酸 [DNA] 材料）不会用于识别患者身份，研究完成后将予以销毁。
使用这些本要丢弃的生物材料进行研究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生育和不育因素，以便更好地了解各种生殖疾病。

如果您对研究或您的参与有疑问，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资深临床研究协调员：
Fang.Wang@nyulango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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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问？

电邮：
Haley.Penny@nyulangone.org

电话：212-263-8990

传真：212-263-7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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