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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圆员园园圆怨冤

目的院观察国产三件套可膨胀型阴茎假体对勃起功能障碍渊藻则藻则贼蚤造藻 凿赠泽枣怎灶贼蚤燥灶袁耘阅冤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遥 方法院对 远

例 耘阅 患者选择阴茎阴囊交界处切口植入国产三件套可膨胀型阴茎假体遥 其中动脉粥样硬化患者 圆 例袁 阴茎海绵体纤维化 圆

例袁骨盆骨折后勃起功能障碍 圆 例遥 结果院远 例患者手术均获得成功遥 术后随访 猿耀源园 个月袁平均 员圆 个月遥 术后 猿 个月所有患者
及其配偶均对性生活满意遥 随访过程未发现机械故障和尿道损伤遥 结论院国产可膨胀型阴茎假体安全有效袁患者满意率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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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渊藻则藻则贼蚤造藻 凿赠泽枣怎灶糟贼蚤燥灶袁耘阅冤 是

将海绵体组织向内推开袁沿白膜下依次扩张海绵体

的勃起以获得满意的性生活袁是临床上常见的男子

选择圆柱体型号 渊 约短于海绵体实际长度 园援缘鄄耀员援园

指阴茎持续至少 远 个月以上袁无法达到和维持充分

性功能障碍疾病袁 临床上分心理性及器质性两大
类遥 圆园园苑 年 苑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圆 月袁南京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采用国产三件套可膨胀型阴茎假体治疗

非手术疗法无效的重度勃起功能障碍患者 远 例袁取

腔袁前达阴茎头袁后至阴茎脚遥 测量海绵体腔长度袁
糟皂冤袁 可考虑选用合适尾套袁 增加圆柱体脚的稳定
性袁同法处理另一侧遥 将可膨胀三件套阴茎假体浸

入稀释的庆大霉素生理盐水溶液袁将圆柱体和液泵
阀浸入后袁经反复挤压排水检查密封性袁并将圆柱

得满意的临床效果袁现报告如下遥

体内的空气排尽后将其中的液体也尽量排空袁圆柱

员

体接液泵阀袁将液泵阀中的气泡排尽遥 用引导装置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本组 远 例患者袁年龄 猿员耀远愿 岁袁中位年龄 源苑 岁袁

病程 员园耀猿愿 个月袁陨陨耘云鄄缘 评分小于 愿 分 曰 所有患者
经口服西地那非等治疗后症状未能改善袁均为器质

性或混合性 耘阅袁排除单纯心理性 耘阅遥 其中动脉粥
样硬化患者 圆 例袁阴茎海绵体纤维化 圆 例袁骨盆骨

折后勃起功能障碍患者 圆 例遥 术前向患者和配偶解

将圆柱体植入阴茎海绵体袁 预置 圆鄄园 薇乔打结关闭

海绵体腔遥 通过切口经外环扩张腹股沟管袁避免损
伤精索袁达耻骨后膀胱前间隙袁扩大腔隙以容纳储

液囊遥 将储液囊置入耻骨后间隙袁用 缘园 皂造 注射器吸
生理盐水后注入储液囊袁反复抽吸后将储液囊中的

气泡排尽袁在储液囊中注入 缘园 皂造 生理盐水遥 将液泵
阀的硅胶管多余部分剪除袁用接头将液泵阀和储液

囊连接遥 在阴囊肉膜下扩张一间隙将液泵阀置入袁

释可膨胀型阴茎假体原理袁 与自然勃起的差异袁术

并尽量靠近皮肤袁 以便于术后对液泵阀进行操作遥

后注意问题等遥

连接圆柱体尧液泵阀尧储液囊后调试假体袁阴囊内置

员援圆

方法
本组患者在硬膜外麻醉下行假体植入术袁术前

引流管 员 根袁接负压引流袋袁加压包扎遥

术后 圆源 澡 保持阴茎呈半勃起状态袁常规使用苯

猿园 皂蚤灶 应用抗生素袁留置导尿管遥 取阴茎阴囊交界

甲酸雌二醇袁应用抗生素 缘 凿遥 术后 源 凿 拔除负压引

膜袁避免损伤尿道遥 白膜表面 圆鄄园 薇乔对称缝合各 猿

行性交遥 所有患者均定期随访 猿 个月以上袁对患者

处纵切口袁长约 源耀缘 糟皂遥 仔细解剖尧暴露海绵体白
针袁在其间纵向切开白膜约 圆耀猿 糟皂袁注意切开时尽
量靠近阴茎脚袁 避免海绵体腔内留置连接管过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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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袁耘鄄皂葬蚤造院造蚤躁蚤藻圆园猿园苑远岳赠葬澡燥燥援糟燥皂

流管和导尿管遥 术后 远耀愿 周指导患者操纵假体以进
与其性伴侣的满意度袁感染情况尧机械故障或其他
并发症等进行调查袁判断手术的安全性与疗效遥
圆

结 果
本组 远 例 耘阅 患者均选用国产三件套可膨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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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假体袁无 员 例出现感染和尿道损伤等围手术期

意避免损伤尿道遥 如果扩张仍较困难袁可以行海绵

例患者均于 远耀愿 周后开始进行性交袁均可顺利插入

空间置入圆柱体咱员猿暂遥 对于阴茎硬结症患者袁建议切

并发症遥 术后随访 猿耀源园 个月袁平均渊员圆 依 员园冤个月袁远

并射精伴性高潮袁性生活时间为渊员愿 依 员圆冤 皂蚤灶遥 员 例
尿道断裂患者行后尿道吻合术后 猿 个月后行阴茎

假体植入术袁术后 员 周尿线稍变细袁予尿道镜尿道

扩张 猿 个月后排尿保持通畅袁 排尿和性交均满意遥
随访过程所有患者均未发现机械故障袁无储液囊和
圆柱体外露或移位袁无患者发生假体感染袁无圆柱
体自发膨胀袁无海绵体纤维化遥
猿

讨

除增厚的斑块组织以矫正阴茎弯曲并增加阴茎长

度咱员源暂遥 本研究中 圆 例海绵体纤维化患者术中均用钝
头组织剪进一步扩张袁 增大腔隙尽量放置较大型号

的假体袁以提高术后患者及其配偶的性生活满意度遥
本组中 员 例骨盆骨折尿道断裂患者行后尿道

吻合术 猿 个月后行尿道镜检查袁 未见尿道狭窄袁后
行阴茎假体植入术袁术后 员 周尿线稍变细袁予尿道
镜尿道扩张仍未见尿道狭窄袁尿道扩张 员 个月后排

论

阴茎假体植入术是经药物治疗无效 耘阅 患者重

要的治疗手段之一 袁目前疗效令患者满意 遥 可膨
咱员暂

体切开并切除纤维化的海绵体组织以获得较好的

尿保持通畅袁随访 远 个月未发生尿路感染和排尿困
难袁排尿和性交均满意遥

咱圆暂

虽然大多数患者对假体置入效果满意袁 阴茎假

胀阴茎假体包括两件套和三件套阴茎假体袁三件套

体置入术仍有一定的风险和并发症袁 术前应告之患

阴茎假体外观最接近自然的勃起袁 隐蔽性最理想袁

者及其配偶袁 并向患者和配偶解释可膨胀型阴茎假

满意度最高咱猿原源暂遥 然而袁国外进口假体价格较高袁部分

患者经济上难以承受遥 而国产的可膨胀阴茎假体价
格便宜袁仅为国外同类产品价格 员 辕 猿袁安全性能高尧

无毒尧组织相容性好袁此外袁该假体的液压泵的功率

大袁出水速度比国外产品快约 圆援缘 倍袁使阴茎勃起的
速度更快袁而且减轻了按压时对阴囊的压痛咱缘暂遥

感染是阴茎假体植入术重要的并发症之一 咱远暂袁

国外文献报道其几率约 员豫耀猿豫袁接受 圆 次假体植入
术者感染几率更高遥 术前消毒皮肤袁术中注意无菌

观念袁 术后加强抗生素的应用是预防感染的关键遥

体的原理袁与自然勃起的差异袁有利于增加患者和其

配偶术后对治疗的满意度咱员缘暂遥 对于本组患者和其配
偶袁术前均予介绍假体的性能袁告之与自然生理性勃
起有所区别袁术后均表示对假体的性能表示满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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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浩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员圆 月 愿 日袁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公布 圆园员员 年院士增选结果袁通过提名尧遴选尧两轮评审和最

终选举袁我校王学浩教授榜上有名袁成为我校历史上第一位院士遥

王学浩院士 员怨远缘 年于南京医科大学本科毕业袁员怨愿圆 年获医学硕士学位袁员怨愿猿 年至 员怨愿缘

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 杂贼葬则扎造 研究所研修肝脏外科袁 回国后一直致力于肝脏外科基础和临床工

作遥 现任南京医科大学外科学教授袁博士生导师袁卫生部活体肝脏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兼学术
委员会主任袁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脏外科主任袁江苏省肝脏外科临床医学中心主任袁
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专家组成员袁中华医学会微免分会移植免疫学组组长袁江苏省医学会副
会长等职遥 源园 余年来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袁诊治了数以万计的患者遥 发表学术论文 猿猿远 篇袁发

表 杂悦陨 论文 缘园 余篇袁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员 项袁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员 项袁部省级二等奖
远 项遥 先后担任国内外 圆园 余家中外学术期刊的副主编尧编委等职袁曾被评为野江苏省优秀共产
党员冶遥

王学浩教授于 员怨怨缘 年开展中国大陆首例活体肝移植袁 是国际上较早开展活体肝移植的学

者之一袁是中国大陆活体肝移植的开拓者遥 他率先在中国大陆建立活体肝移植技术规范化体

系袁完成活体肝移植领域多项开拓性工作袁将活体肝移植技术向全国 圆园 余个省市推广袁为活
体肝脏移植在我国深入发展起到引领和推动作用遥 王学浩教授还解决了诸多肝脏外科领域的

疑难病症袁并开创了我国肝癌早期定位和定性诊断袁为肝癌的介入治疗奠定了基础袁这一技术
至今仍是肝癌综合治疗的主要手段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