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项目之二 

 

1.推荐奖种 医学科学技术奖 

2.项目名称 腹外疝修补系列创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3.推荐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 

4.推荐意见  

腹外疝修补创新系列技术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疝和腹壁外科对数

万例病例进行调研、汇总、分析，摸索出的临床实用性极强的新的临床治疗方案，方

法简单、易用，适于在我国外科临床推广。通过目前国内唯一的疝和腹壁外科领域内

的专业杂志-《中华疝和腹壁外科杂志》以及中华医学会授权成立的"全国疝修补培训

中心"，该课题组已先后在国内 31 个省市主办了近 400 期的讲座和手术演示，数百

家全国各地的医院引进了这种新型治疗方案，许多贫困地区的患者也可以就近接受手

术治疗，受到了基层医院和患者的广泛好评，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同意推荐 

5.项目简介 

本项目所属临床医学普通外科领域。 

腹外疝是普通外科常见病和多发病，手术是治疗腹外疝的唯一方法，国内目前存

在许多虚假广告宣传，不但不利于腹外疝的规范化治疗，也给广大患者带来了痛苦。 

我国腹外疝的特点是高龄、合并症患者多，作为全国最早的疝外科专业团队，我们工

作重点在于如何拓宽手术适应证。传统的全身麻醉、椎管内麻醉都存在较高风险，而

局部浸润麻醉达不到麻醉强度，针对这一难题，根据腹股沟区神经支配特点，我们独

创了局部神经阻滞麻醉下的腹股沟无张力疝修补日间手术，该种新方法使患者平均住

院日缩短至2天，手术费降低2000元左右，同时该麻醉方式对身体影响甚小，以往不能

耐受半身或全身麻醉的患者也能接受手术。不但解决了疝修补手术费用高的难题（麻

醉费用降低），而且安全可靠，并可以在日间手术完成，大大减轻患者心理负担，节

约了医疗资源，也解决了患者住院难的问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综合分析了目前各种麻醉方式、手术入路，补片类型的优

缺点，结合国内腹外疝的临床特征，创新性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腹外疝治疗方案：6

岁以下的幼年患者，我们发明了针式钳，辅助腹腔镜腹股沟疝疝囊高位结扎手术，创

伤小、恢复快； 6~18岁正值发育期的少年患者和生育期青年男性腹股沟疝患者，我们

结合生物材料可刺激自体组织增生、自身可降解、异物反应小的特点，采用生物补片

进行腹股沟疝修补，舒适度高、复发率低；对于中老年腹股沟疝患者，我们提出根据

性别、年龄、疝分型及全身情况等，采用全麻下腹腔镜或局麻开放疝修补术的不同修

补方式，为了解决腹股沟术后疼痛的问题，我们在疝修补片固定方式上大胆创新，采

用医用胶固定补片，大大降低了术后疼痛发生率；针对腹壁疝，我们结合了传统开放

术式和腹腔镜术式的优缺点，设计了小切口辅助腹腔镜修补术式，减少术后并发症的

同时取得了良好的腹壁塑形效果。针对巨大腹壁疝术后腹腔高压致死率高的严重临床

难题，我们创新性采用主动减容的手术方法，降低术后并发症。上述方法在我部门进



行了分组随机对照研究，结果证明，新方法具有较高易行性，可靠性，适于在腹股沟

疝患者的临床治疗中推广。 

目前，我部门应用新方案每月行疝修补术 500 例次以上，受到广大患者欢迎，也

受到国内同行的关注与认可。围绕这项课题我们共发表了 SCI 论文 10 篇核心级文章

153 篇，同时通过“亚太疝协会培训中心”“国际内镜疝协会培训中心”“中国医师

协会疝和腹壁外科培训基地”的平台向全国进行了技术推广，通过我们主办的专业杂

志-《中华疝和腹壁外科杂志（电子版）》的平台，已先后在国内 31 个省市主办了超

过 800 期的学习班和手术演示，越 3 万名全国各地的医师接受了培训，并陆续应用到

临床工作中。我们申请的网络化疝修补随访登记系统，可以提供规范化手术数据，便

于我们进一步优化临床诊治方案，并造福于全国各地的患者 

6.客观评价 

本课题属于临床医学普通外科学领域 

创新点 1、创立局部神经阻滞麻醉的腹股沟疝手术麻醉方法 

（学科分类：普通外科学）（发表文章：陈杰,那冬鸣,申英末.局部神经阻滞麻醉

在腹股沟无张力疝修补术中的应用.中华普通外科杂志,2005,20(2):107-108.）

创新点 2、设计制造了新型疝修补装置 

（学科分类：普通外科学）（申请专利一项：共同发明人:陈杰.专利号: 

ZL200610107652.0. 发表文章：陈杰,申英末,刘素君,王明刚.善愈腹膜前腹股沟

无张力疝修补术.中华疝和腹壁外科杂志（电子版）,2008, 2(1):4-5.） 

创新点 3、独创了小切口辅助腹腔镜腹壁疝人工材料修补术的新术式 

（学科分类：普通外科学）（发表文章：王明刚,陈杰(通讯作者),刘素君,申英末,

朱熠林,杨硕.腹腔镜辅助下小切口巨大腹壁疝修补术.中华普通外科杂

志,2010,25(6): 453-455.） 

创新点 4、提出了使用医用胶固定补片的新治疗方法 

（学科分类：普通外科学）（发表文章： Ying-mo Shen, Wen-bing Sun, Jie Chen, 

Su-jun Liu, Ming-gang Wang. NBCA medical adhesive 

(n-butyl-2-cyanoacrylate) versus suture for patch fixation in Lichten- 

stein inguinal herniorrhaph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urgery. 

Epub 2011 Nov 16 (IF:3.406)） 

创新点 5、开创了生物补片治疗青少年与青壮年腹股沟疝的新治疗方法 

（学科分类：普通外科学）（发表文章：申英末,陈杰(通讯作者),杨硕,刘素君,

王明刚,孙立,王帆,朱熠林.脱细胞组织基质材料生物补片治疗 6至 18岁腹股沟

疝患者的疗效分析.中华外科杂志,2011,49 (10):914-917.） 

创新点 6、开创了针式钳辅助腹腔镜治疗幼儿腹股沟疝的微创治疗方法 

（学科分类：普通外科学）（发表文章：刘素君, 王帆, 朱熠林, 杨硕, 申英末, 

王明刚, 陈杰*. 钳式针辅助单孔腹腔镜治疗儿童腹股沟疝微创分析[J]. 中华

疝和腹壁外科杂志(电子版), 2014, 8(1):17-20.） 



创新点 7、开创了应用主动减容技术治疗腹壁巨大疝的新方法 

（学科分类：普通外科学）（发表文章：杨硕, 陈杰*, 曹金鑫, 刘雨辰. 主动

减容手术防治肥胖患者巨大腹壁疝修补术后腹腔内高压的应用价值[J]. 中华消

化外科杂志, 2016, 15(10):957-960.） 

通过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的查新报告，上述创新点未发现国内更

早其的类似研究。 

除上述文章外，围绕本课题，我部门共发表国内核心论文 100 余篇，SCI 论文 12

篇。 

通过我部门的“亚太疝协会培训中心”“国际内镜疝协会培训中心”“中国医

师协会疝和腹壁外科培训基地”等平台，我们将新技术推广至全国各个省市，很

多医疗机构和医生接受了我们的新技术和理念，并应用到临床，同时也和我们共

同建立了医生的疝联盟。 

通过我们推行的中国疝病随访登记系统，我们可以联合国内多家医疗机构，

共同完成疝病的随访和登记，保证临床获得客观可信的第一手病例资料，有助于

新技术的不断推广和进一步完善。 

7.推广应用情况 

本项目推广至国内数百家医疗机构，部分机构列表如下： 

应用证明名单 

序号 应用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备注 

1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邱轶伟 13012209411   

2 天津市南开医院 张楠 15922219456   

3 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李月廷 13581553291   

4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李航宇 18940257002   

5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 邢小平 13701299602   

6 中华慈善吉林延安医院 张兆平 13514487745   

7 昆明市延安医院 李鹏 15925220040   

8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周建华 13988557398   

9 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平 13906539083   

1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克里木 13809956075   



11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熊茂明 13965050120   

12 山西省太原市人民医院 薛振峰 13509739115   

13 安徽省立医院 吴立胜 18355102376   

14 湖南省直中医医院 尹晖明 13973362039   

15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徐雪东 15998519227   

 

8.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序号 类别 国别 授权号 
授权 

时间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发明人 

1-1 发明专利 中国 ZL200610107652.0 2009.6.3 
一种可植入的多用

途腹外疝修补片 
郭伟；陈杰 

1-2 发明专利 中国 ZL201110291445.6 2014.10．29 
一种无张力疝补片

及其制备方法 

王明刚；陈

杰 

1-3 实用新型 中国 ZL201520430357.7 2015.11.25 针式钳 刘素君 

1-4 实用新型 中国 ZL201520144606.5 2015.7.29 充填式疝修补补片 

李家祯，郭

勇，张素文，

申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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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明刚, 陈杰, 申英末, 朱熠林, 翟晓辉, 刘素君. 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中

疝固定器与医用胶固定补片的疗效研究[J]. 北京医学, 2010, 32(7):52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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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腹腔内高压的应用价值[J].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16, 15(10):957-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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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完成人情况，包括姓名、排名、职称、行政职务、工作单位、完成单位，对本项

目的贡献 

姓名 排名 职称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 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贡献 

陈杰 1 主任医师 科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 

作为项目总负责人，承担科研

设计，课题实施，主持临床和

基础研究的工作 

申英末 2 主任医师 科副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 

作为科室副主任，承担课题基

础和临床研究工作，同时作为

脱细胞基质材料临床应用项目

的负责人 

王明刚 3 副主任医师 物资科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 

作为部门腹腔镜疝修补手术负

责人，承担腹腔镜疝修补技术

一系列研究 

刘素君 4 主任医师 无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 

作为针式钳发明者，负责儿童

腹腔镜疝修补技术的改良和推

广 

杨硕 5 主治医师 
无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 

作为部门科研秘书，负责基础

和临床科研项目的设计和运行 

朱熠林 6 主治医师 
无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 

作为部门宣传员，负责新技术

的宣传以及义诊，患者回访等

工作 

王帆 7 主治医师 
无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 

作为部门培训员，负责进修医

师的培训教育以及技术推广 

孙立 8 主治医师 
无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 

作为部门观察员，负责临床实

验及术后随访，数据收集的工

作 



李晓霞 9 主管护师 
无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 

主管《中华疝和腹壁外科（电

子版）》杂志发行工作，以及

全国疝修补培训中心的推广和

培训工作 

赵凤林 10 副主任医师 
无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

朝阳医院 

作为临床病区主管，负责临床

工作 

 

11.完成单位情况，包括单位名称、排名，对本项目的贡献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拥有国内最早的疝和腹壁外科专业化团队，本

项目的研究，结题，推广，培训等工作均为本单位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