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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期：2021 年	11	月 06-07 日	

会议形式：线上会议

会议语言：中文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

会议网址：cmacaa2021.tiemeeting.com

注：日程以官网发布的最终日程为准

大会秘书处

参展咨询 / 协议签署

联 系 人：陈华雷	

电							话：18600959473

电子邮箱：registration@cmacaa.org

协议签署联系人：												高迪

电							话：15001027211

电子邮箱：events@cmacaa.org

参展咨询联系人：王旭

电							话：18612367789

电子邮箱：events@cmacaa.org

大会秘书处及联系方式

会议基本信息

会议信息

会议日程框架

日期 / 时间 11月 06 日（周六） 11月 07日（周日）

08:00-12:00 开幕式全体大会 全体大会

12:00-13:30 午休 午休

13:30-17:30 专题研讨会 专题研讨会

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第二十一次全国男科学术会议

医学术便函 [2021] 第 580	号	

各位代表、相关单位：

近期境外疫情仍在持续传播，国内部分地区连续发生阳性确诊病例，疫情传播风险增大。鉴于当前

形势，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主办，四川省医学会承办、四川省医学会男科学专业委员会、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协办的“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一次全国男科学术会议”调整为 2021 年 11 月 6-7 日通过

线上召开。

本次会议主题为“加强学科交叉融合，促进男科全面发展”，旨在“拓宽学术视野、促进学术交流、

搭建合作平台”，加强临床、基础、转化研究及多学科之间的融合，促进男科学的全面发展。

本次会议创新办会模式，以网络在线的形式举办，为广大同道提供更便捷学术交流渠道。会议将邀请

男科学及相关学科的临床、基础和转化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相关临床诊治和学术前沿问题进行广泛和深入的

交流与讨论。大会组委会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此次会议！

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																								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															

202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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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6 日 ( 星期六 / 上午 )                                                                       全体大会

08:00-08:30 大会开幕式																																																																																																		主持：商学军

08:30-09:10 院士论坛																																																																																								主持：王晓峰、卢一平

08:30-08:50 微能量医学在中国泌尿男科的发展前景 郭应禄

08:50-09:10 男科学发展面临的 5个问题和应对 王				琦

09:10-09:55 学科交叉研究前沿																																																																									主持：董				强、张卫星

09:10-09:25 基因编辑在生殖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 黄军就

09:25-09:40 国人男性不育相关基因研究进展 孙				斐

09:40-09:55 整体论与男性生育力的大脑 -睾丸轴神经调控 李				蕾

09:55-10:55 特邀报告（一）																																																														主持：蒋先镇、刘				春、王洪亮

09:55-10:10 LIPUS治疗 ED与尿失禁的分子机制与临床研究 夏术阶

10:10-10:25 阿伐那非 2期临床多中心研究报告 姜				辉

10:25-10:40 男性生殖及性发育异常相关遗传学检测真实世界研究及数据库建设前瞻 商学军

10:40-10:55 WHO第六版精液检验手册解读 谷祤群

10:55-11:55 大会报告（一）																																																															主持：邓军洪、马良宏、王传航

10:55-11:10 IHH新致病基因探索一同济医院进展 刘继红

11:10-11:25 睾丸间质干细胞与基因编辑治疗男科疾病临床转化的系列研究 孙祥宙

11:25-11:40 华西前列腺增生症数据库建设与成果 董				强

11:40-11:55
基于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和可视化精电准诊断的

CP/CPPS电生理治疗 -机遇与挑战
罗道升

11:55-12:25 大会报告（二）																																																															主持：杨长海、杨书文、云志中

11:55-12:10 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中枢神经机制研究 陈				赟

12:10-12:25 从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层面探索儿童男科疾病诊治新模式 刘国昌

12:25-12:55 美纳里尼专题会																																																																																												主持：邓春华

12:25-12:55 ED合并 LUTS-BPH的诊疗 彭				靖

详细日程

2021 年 11 月 6 日 ( 星期六 / 下午 )                                                                       分会场一

13:30-14:42 中西医融合与学科交叉高峰论坛（一）																																									主持：刘振湘、沈				明

13:30-13:42 男性不育超适应证用药的思考与中国专家共识编写 戴继灿

13:42-13:54 先天性性腺功能低下症诊治中国专家共识 李芳萍

13:54-14:06 体重指数和年龄因素对显微输精管附睾吻合术后结果的影响 洪				锴

14:06-14:18 干细胞 +电刺激治疗脊髓损伤的勃起障碍及排尿障碍 曾				湘

14:18-14:30 P53 在双酚A(BPA) 抑制小鼠精子发生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陈加祥

14:30-14:42 电生理适宜技术应用于男科疾病诊治的实践与展望 廖勇彬

13:30-14:42 中西医融合与学科交叉高峰论坛（二）																																									主持：毛向明、孙中义

14:42-14:54 基于社区 / 家庭的全生命周期男性健康管理 莫穗林

14:54-15:06 慢性前列腺炎不同中医证型及体质类型的相关性分析 刘				涛

15:06-15:18 包皮龟头炎的年龄段分级诊疗特点 王沛涛

15:18-15:30 非淋共识 诸靖宇

15:30-15:42 睾丸衰老与男性不育 张				弛

15:42-17:10 中西医融合与学科交叉高峰论坛（三）																										主持：周少虎、吴				猛、江洪涛

15:42-15:50 胱氨酸尿症基因种系变异生物信息学分析 孙				怡

15:50-15:58 基于转录组测序探究唯支持细胞综合征患者睾丸可变剪切模式的研究 刘万涛

15:58-16:06 放疗 +化疗在增加N3期阴茎癌生存率的作用 :	SEER研究 陈炜康

16:06-16:14 抑制缝隙连接功能对阴茎海绵体平滑肌凋亡的影响 钱				彪

16:14-16:22
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家系中AR-Phe755Leu 突变致 4名患者临床表型高度
异质性研究

耿				浩

16:22-16:30 睾丸内自发荧光分布情况及自发荧光细胞身份研究 罗				鹏

16:30-16:38 基于“升清降浊”理论探讨肥胖相关性不育症的治疗 邓楹君

16:38-16:46 中西医结合ERAS模式下BPH日间手术的临床应用 陈彦博

16:46-16:54 归黄方调控PI3K/AKT/NF-κB通路治疗Ⅲ型前列腺炎大鼠模型的机制研究 高庆和

16:54-17:02 雷公藤多苷致大鼠精子畸形的初步研究 陈小均

17:02-17:10 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改善射精功能的临床研究 张亚东

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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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

2021 年 11 月 6 日 ( 星期六 / 下午 )                                                                       分会场二

13:30-16:02 儿童男科疾病会场（一）																																																														主持：毛立军、唐				伟

13:30-13:42 何贤医院应用儿童包皮切割吻合器防治手术并发症经验（3556 例分析） 徐				乐

13:42-13:54 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应用于小儿尿道下裂术后的临床效果评估 张诗屿

13:54-14:02 显微镜辅助阴茎浅筋膜深层切除术治疗先天性隐匿阴茎的应用经验 张鸿毅

14:02-14:10 分叉尿道海绵体修复在尿道下裂Duckett 术中的应用研究 包杰文

14:10-14:18 自体游离腹股沟真皮片移植在尿道下裂重度下弯矫治中的应用 李				骥

14:18-14:26 改良 Borsellino 阴茎成形术治疗 74例隐匿性阴茎青少年的疗效分析 王				磊

14:26-14:34 隐匿性阴茎手术中的数字化方案 杨				斌

14:34-14:42 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青少年精索静脉曲张的疗效观察 翟国敏

14:42-14:50 包皮内板转移皮瓣 +改良Devine 术	治疗儿童真性隐匿性阴茎 祖建成

14:50-14:58
横行游离岛状包皮内板Onlay 尿道成形术与尿道板纵切卷管尿道成形术治疗
尿道下裂的比较

毛				宇

14:58-15:06 经耻骨后入路后尿道端端吻合治疗后尿道狭窄 齐进春

15:06-15:14 日间手术开展远端型尿道下裂病例的可行性分析 伏				雯

15:14-15:22 Sugita 术式在隐匿阴茎治疗中的应用 白				明

15:22-15:30
一次性包皮吻合器（商环）与传统包皮环切术	治疗儿童包茎或包皮过长的对
比分析

张庆德

15:30-15:38 改良系带成形法在尿道下裂手术中的临床应用 吕向国

15:38-15:46 15 例睾丸性索间质肿瘤临床病理研究 王普泽

15:46-15:54 透明质酸凝胶注射阴茎增大术干预阴茎短小综合征的有效性评价 张春龙

15:54-16:02 AIS 病例家族遗传病学研究及其外生殖器整形手术效果和远期随访 王				翔

详细日程

2021 年 11 月 6 日 ( 星期六 / 下午 )                                                                       分会场二

16:02-17:46 儿童男科疾病会场（二）																																																主持：修有成、朱朝辉、张宝鹏

16:02-16:14 改良 Snodgrasss 术治疗尿道下裂伴小阴茎头畸形的临床研究 南玉奎

16:14-16:22 憩室壁带蒂皮瓣代尿道一期治疗尿道下裂术后尿道憩室体会 刘国昌

16:22-16:30 改良 only-Duckett	术治疗尿道下裂单中心效果观察 饶品德

16:30-16:38 重度尿道下裂合并前列腺囊的诊断治疗体会 彭潜龙

16:38-16:46
改良Koyanagi 术式和传统Duckett+Duplay 术式治疗会阴型尿道下裂的比较
研究

李明磊

16:46-16:54 睾丸超声造影在不完全性睾丸扭转诊断中应用 曾建峰

16:54-17:02 母亲高血压疾病与子代尿道下裂发生风险相关性的Meta 分析 潘文锋

17:02-17:10 一种新的“自体阴囊皮瓣翻转术”在治疗男性小阴茎综合征中的初步应用 苏新军

17:10-17:18 后尿道端端吻合术的程序化操作 李				超

17:18-17:26
Nomogram	for	predicting	malignant	testicular	tumors	in	children	based	
on	age,	alpha-fetoprotein,	and	ultrasonography

王				慧

17:26-17:34 Mathieu 联合隧道技术在尿道下裂术后失败再手术的疗效分析 谢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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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

2021 年 11 月 6 日 ( 星期六 / 下午 )                                                                       分会场三

13:30-16:06 男性性功能障碍专题论坛（一）																																					主持：陈				刚、宋大龙、汤育新

13:30-13:42 63 例低强度脉冲式超声波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疗效的初步观察 徐志鹏

13:42-13:54 心理因素对性功能障碍人群的影响分析 黄燕平

13:54-14:06 原发性早泄患者纹状体区内在功能连接改变的MRI 研究 袁建林

14:06-14:14 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及机器学习的雄性小鼠交配行为识别研究 吴君燕

14:14-14:22 无性伴侣的原发性早泄患者脱敏训练初探（仁济经验） 王鸿祥

14:22-14:30 2568 例勃起功能障碍患者阴茎海绵体动脉血流分析 孙国海

14:30-14:38 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诊治体会 王璟琦

14:38-14:46 阴茎硬结症的分型临床治疗策略（附 96例报道） 卢慕峻

14:46-14:54 可降解纳米黑磷运载SDF1通过募集内源性干细胞修复海绵体神经损伤的研究 朱建强

14:54-15:02
去势大鼠阴茎海绵体组织中TRPC1、TRPC3、TRPC4、TRPC6的表达及
与ED的关系

欧之富

15:02-15:10
淫羊藿次苷通过下调miR-33	改善脂肪干细胞治疗大鼠海绵体神经损伤性勃
起功能障碍的效果

郑				涛

15:10-15:18 单用他达拉非及联用硫辛酸	治疗	2	型糖尿病性	ED	的比较 唐松喜

15:18-15:26 原发性、继发性早泄患者神经电生理临床表现 刘凯峰

15:26-15:34
Relaixn-2 通过促进神经修复、预防纤维化和抑制细胞凋亡保护双侧海绵状神
经损伤大鼠的勃起功能

栾				阳

15:34-15:42 盐酸达泊西汀联合双倍剂量α-受体阻滞剂长周期治疗继发性早泄的临床研究 李广裕

15:42-15:50 短发夹RNA靶向沉默大鼠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 IGFBP-3 基因的研究 蒲小勇

15:50-15:58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外泌体通过调控Nrf2-HO1信号通路改善衰老导致
的雄激素低下症

彭				钒

15:58-16:06 双侧海绵体神经损伤性勃起功能障碍大鼠模型的动态研究 方				冬

2021 年 11 月 6 日 ( 星期六 / 下午 )                                                                       分会场三

16:06-17:46 男性性功能障碍专题论坛（二）																																					主持：黄				兴、姚				鲲、周逢海

16:06-16:18 尿源干细胞通过抑制阴茎白膜纤维化治疗阴茎硬结症大鼠模型的研究 杨其运

16:18-16:30 中老年男性性功能障碍症状特异性雄激素水平切点值研究 周善杰

16:30-16:42 射精行为的神经调控机制 陈建淮

16:42-16:50
阴茎海绵体平滑肌外泌体microRNA-30a 对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的治疗机
制研究

宋靖宇

16:50-16:58 保护性功能的改良术式在尿道狭窄中的临床研究 谢				弘

16:58-17:06 单 / 双侧坐骨海绵体肌切断对雄鼠勃起功能及妊娠影响的研究 苟成仁

17:06-17:14 尿源干细胞治疗海绵体神经损伤性勃起功能障碍大鼠模型的实验研究 卞				军

17:14-17:22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修复大鼠阴茎海绵体神经损伤的研究 孙				超

17:22-17:30 淫羊藿苷通过影响线粒体相关膜（MAMs）改善前列腺放疗大鼠的勃起功能 邓昌鉴

17:30-17:38
LncRNA	TCONS_00058429 靶向调控miR-871-3p/STOX2通路改善双
侧海绵体神经损伤勃起功能障碍的机制研究

孟祥虎

17:38-17:46 低强度脉冲超声波和低能量冲击波对神经性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对比研究 刘				洋

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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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

2021 年 11 月 6 日 ( 星期六 / 下午 )                                                                       分会场四

13:30-15:54 男科内分泌、其他男科疾病会场（一）																																								主持：傅				强、王国耀

13:30-13:42 RNA结合蛋白对睾丸生殖细胞肿瘤预后的预测价值分析 孟祥虎

13:42-13:54 BMI 对男性不育患者的勃起功能及精液质量的影响 张建中

13:54-14:02 腹腔镜下根治性睾丸切除术治疗睾丸肿瘤：一种新的手术方式 韩				虎

14:02-14:10 显微镜下睾丸肿瘤剜除术治疗睾丸肿瘤临床疗效分析 黄海文

14:10-14:18 新建一体化模型在睾丸发育研究中的应用 王子明

14:18-14:26
The	levels	of	semen	and	sex	hormone	in	Injury	model	of	male	Wistar	
rats’	reproductive	system	with	intervention	effect	of	L-carnitine	under	
high	altitude	hypobaric	hypoxia	environment

常德辉

14:26-14:34 44 例因阴道痉挛性交失败夫妻运用性治疗五步环扣法的临床效果分析 刘冬梅

14:34-14:42 超声引导精囊造影联合CT三维重建在精囊镜检查中的临床应用 庞				昆

14:42-14:50 染色体相互和罗氏易位对PGD助孕结局的影响 林丹丹

14:50-14:58 对苯二胺对雄性小鼠生殖系统的影响 陈				勇

14:58-15:06 经海氏三角途径腹腔镜“窥视睾丸”引降固定术临床分析与手术体会 齐				灿

15:54-17:36 男科内分泌、其他男科疾病会场（二）																																								主持：田				龙、程宛钧

15:54-16:06 骶神经刺激治疗难治性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临床研究 张文达

16:06-16:18 LLCs-APA微球囊移植治疗雄性性腺功能减退症啮齿类动物模型的实验研究 冯				鑫

16:18-16:26 基层医院开展加速康复外科的挑战及对策 臧洪学

16:26-16:34 前列腺动脉栓塞对巨大体积BPH手术的临床意义 康				健

16:34-16:42
Hsa_circ_0003258	通过结合	IGF2BP3以及竞争性吸附	MiR-653-5p	促进
前列腺癌转移

余雨中

16:42-16:50 阴茎海绵体破裂早期行修补术后的临床疗效观察 王梦童

16:50-16:58 疫情压力下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探索 何国宝

16:58-17:06 外科手术对男性泌乳素瘤性功能障碍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一项回顾性研究 蔡鸿财

17:06-17:14 采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探讨膀胱外翻-尿道上裂复合畸形儿童盆底结构变异的研究 彭志炜

17:14-17:22
BUCK筋膜联合阴茎头整体覆盖重建阴茎外层正常解剖结构修复儿童尿道下
裂：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张				殷

17:22-17:30 获得性早泄与Ⅲ型前列腺炎相关因素的临床研究 黄基崴

2021 年 11 月 6 日 ( 星期六 / 下午 )                                                                       分会场五

13:30-16:10 电生理男科专题及基层男科会场（一）																																								主持：李				鸣、陈				洁

13:30-13:42 高海拔缺氧地区应用可视化电生理精准诊断与治疗男科疾病的临床观察 郭				巍

13:42-13:54 可视化精准电生理诊断与治疗继发性早泄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梁季鸿

13:54-14:02 可视化电生理精准诊断与治疗精索静脉曲张伴睾丸疼痛疗效观察 唐				渊

14:02-14:10 可视化电生理诊疗睡眠相关性痛性勃起 2例应用报告 张亚东

14:10-14:18 可视化精准电生理诊断与治疗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观察 周				青

14:18-14:26 电生理适宜技术对前列腺术后尿失禁快速康复的临床疗效观察 曾健文

14:26-14:34 电生理适宜技术治疗对AVSS勃起功能的作用 刘凯峰

14:34-14:42 可视化精准电生理诊断与治疗弱精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冬水

14:42-14:50 应用可视化电生理治疗降低顽固性精子DNA碎片率过高效果分析 李砚青

14:50-14:58 何贤医院电生理技术改善包皮术后水肿病例分享 徐				乐

14:58-15:06 经皮神经肌肉电刺激治疗间质性膀胱炎的疗效观察 李炳坤

15:06-15:14 可视化电生理诊治顽固性骨盆疼痛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王				涛

15:14-15:22 可视化精准电生理诊断与治疗膀胱癌术前改善睡眠质量的临床疗效观察 黄小萍

15:22-15:30 电生理适宜技术对比凯格尔训练对男性尿失禁患者康复过程的影响 罗梦婷

15:30-15:38 可视化精准电生理诊断治疗弱精子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廖勇彬

15:38-15:46 国家电生理及可视化诊断治疗前列腺癌术后尿失禁的临床疗效观察 高				明

15:46-15:54 可视化精准电生理诊断与治疗射精无力 1例分析 王祖龙

15:54-16:02 盆底肌电刺激训练结合全病程慢病管理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病例报告 2例 王虚步

16:02-16:10 可视化精准电生理治疗睾丸疼痛及ED1例报告 	钟功荣

详细日程



11 12

详细日程

2021 年 11 月 6 日 ( 星期六 / 下午 )                                                                       分会场五

16:10-17:50 电生理男科专题及基层男科会场（二）																										主持：王怀鹏、金晓东、何乐业

16:10-16:22 基层中医院如何打造精品优势科室（男科） 刘建航

16:22-16:34 从个人男科培训经历浅析青年男科医生培养方案 荆				涛

16:34-16:46 新形势下基层男科发展定位与方向 江专新

16:46-16:54 应用一次性包皮环切吻合器手术管理和教训分析 冯景民

16:54-17:02 背侧舌状瓣联合包皮点状开窗在治疗束缚型隐匿性阴茎中的应用研究 李春景

17:02-17:10 包皮腔镜在包茎治疗中的应用 李云龙

17:10-17:18 基层医院开展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的体会 曹亮亮

17:18-17:26 输精管结扎术后附睾淤积症 19例诊治体会 王亚荣

17:26-17:34 输尿管支架管 4.8F、6F置入后对青中年男性勃起功能的对比研究 蒋昌毅

17:34-17:42 评估单侧睾丸扭转患者不同处理方式对远期生育能力的影响 杨明根

17:42-17:50 46,XX 男性综合征 1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郭树林

详细日程

2021 年 11 月 7 日 ( 星期日 / 上午 )                                                                       全体大会

08:00-09:15 特邀报告（二）																																																														主持：吴				斌、刘贤奎、李付彪

08:00-08:15 中西医融合助力男科共享发展新机遇 常德贵

08:15-08:30 代谢疾病与男性健康，兼谈高尿酸血症促进ED的发病机制 高国全

08:30-08:45 男科常见疾病与营养的相关研究进展 刘景芳

08:45-09:00 中国专家制定的早泄疗效评估量表的建立 李宏军

09:00-09:15 儿童男科常见疾病诊治现状与展望 宋宏程

09:15-10:15 大会报告（三）																																																														主持：王林辉、顾				民、韩从辉

09:15-09:30 男科重建手术再审视（风险评估） 王				忠

09:30-09:45 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根治性切除同期阴茎三件套假体植入术的临床研究 宋				涛

09:45-10:00 创伤性ED诊治路径系列探索与创伤性ED诊治中国专家共识简介 张志超

10:00-10:15 基于精浆外泌体RNA构建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显微取精结局预测体系的系列研究 刘贵华

10:15-11:00 大会报告（四）																																																														主持：沈柏华、吕伯东、张春影

10:15-10:30 环境因素损害男性生殖功能的系列研究 王亚轩

10:30-10:45 动脉性ED诊断中男科特殊检查技术的应用与创新 张贤生

10:45-11:00 电生理适宜技术在泌尿外科围手术期患者的临床规范化应用管理初践探讨 蓝				丽

11:00-11:30 男科探索性研究																																																																													主持：白培明、冯				亮

11:00-11:15 低能量体外冲击波治疗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无反应性勃起功能障碍的疗效分析 张祥生

11:15-11:30 生长激素在男科领域的探索性研究 李				铮

11:30-12:00 男科学科建设																																																																																主持：戴玉田、袁明振

11:30-11:45 基层医院男科建设之我见 刘立新

11:45-12:00 男科学科建设的实践与展望 邓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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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日程

2021 年 11 月 7 日 ( 星期日 / 下午 )                                                                       分会场一

13:30-16:04 男性生殖与优生专题论坛（一）																																					主持：潘连军、袁轶峰、郑连文

13:30-13:42 男性生育力保存经验分析 -单中心 15年回顾性分析 傅龙龙

13:42-13:54 长期使用HCG、HMG联合治疗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 周辉良

13:54-14:02
Novel	mutations	in	the	CFTR	gene	associated	congenital	absence	of	
vas	deferens	in	China

高				勇

14:04-14:12 探究 ATG4D基因通过自噬途径在非梗阻性无精子症中的致病作用 宋靖宇

14:12-14:20 冷诱导RNA结合蛋白下调CST3表达在精原干细胞发生细胞自噬中的作用 李敏环

14:20-14:28
移动电话RF-EMR暴露通过直接调节睾丸曲细精管Spock	3-MMP	2-BTB
轴引起成年SD大鼠生精能力下降

禹				刚

14:28-14:36 畸形精子症中的牛磺酸代谢异常导致无胎心复发性流产的机制研究 张馨月

14:36-14:44 基于多目标追踪与形态识别的家用精子检测系统研究 智二磊

14:44-14:52
左卡尼汀对脂多糖诱导的雄性小鼠生殖系统急性损伤中附睾和睾丸的炎症因子
的影响

梁威宁

14:52-15:00 左卡尼丁对精液参数及精子表观遗传学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蒋小辉

15:00-15:08 睾丸切开显微取精的仁济经验分享（附 379 例临床病例） 王鸿祥

15:08-15:16
在热应激抑制精原干细胞增殖中miR-199a-3p 调控 ID4 基因表达的作用研
究

卓立凡

15:16-15:24
Analyzing	of	semen	quality	of	38,905	male	infertile	patients	during	
2008-2016	in	Wenzhou,	China

武志刚

15:24-15:32 miR-125a 在高龄男性精子损伤及早期胚胎发育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马金召

15:32-15:40 附睾梗阻对附睾及引流淋巴结中免疫微环境的影响 李辉喜

15:40-15:48
CFAP43-mediated	intra-manchette	transport	(IMT)	is	required	for	
sperm	head	shaping	and	sperm	flagellum	formation

余				怡

2021 年 11 月 7 日 ( 星期日 / 下午 )                                                                       分会场一

16:04-17:52 男性生殖与优生专题论坛（二）																																																			主持：王志平、邢召全

16:04-16:16 基因治疗重建睾丸间质细胞发育不良小鼠模型的生育力 夏				凯

16:16-16:28 PCD相关基因DNAAF3 突变导致弱精子症机制研究 万				锋

16:28-16:40 睾丸特异表达的ACTRT2 通过抵抗精原细胞铁死亡调控生精功能 陈海城

16:40-16:48 Y 染色体AZFc 微缺失患者睾丸获精与精液获精后 ICIS-ET临床结局对比 张				丽

16:48-16:56 CatSper3 突变引起的精子顶体反应失败可通过胞浆内精子注射成功妊娠 王家雄

16:56-17:04 维生素E对精索静脉曲张大鼠抗氧化系统及精子质量的影响 韩大愚

17:04-17:12 2 例圆头精子症患者的精液参数及全外显子测序分析 周				雨

17:12-17:20 强精片通过 FOXO1/3 信号通路对 LOH模型大鼠衰老有关的作用机制研究 张培海

17:20-17:28 变异型PNLDC1、piRNA加工缺陷和无精子症 秦				超

17:28-17:36 76 例备孕男性 6个穴位电生理监测的体温研究 仕治达

17:36-17:44 人精浆细胞外囊泡生物标志物鉴别性诊断无精子症分型 郭雪江

17:44-17:52 精浆miRNA测定预测非梗阻无精症患者取精结局的应用探索 陈胜辉

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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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7 日 ( 星期日 / 下午 )                                                                       分会场二

13:30-15:54 男科护理学会场（一）																																																																		主持：屈晓玲、龚艳文

13:30-13:42 良性前列腺增生加速康复护理中国专家共识 李丽红

13:42-13:54 价值共创视角下深静脉血栓防控策略在老年前列腺癌患者中的应用 王				晶

13:54-14:02 1 例外伤致阴茎离断患者的治疗及围手术期护理体会 金晓芬

14:02-14:10 中医情志护理在男科疾病临床治疗中的干预作用 胡勤波

14:10-14:18 18 例阴茎起勃器（三件套）植入术围手术期护理 史小雪

14:18-14:26 基于多学科协同模式的男性	PE	干预研究 李				杨

14:26-14:34 夜间勃起功能监测结果准确性与睡眠质量的相关性研究及护理对策 黄晓芳

14:34-14:42 基于变胞机构的阴囊术后专用包扎系统临床应用的疗效观察 史朝亮

14:42-14:50 四黄水蜜与硫酸镁外敷治疗急性附睾炎的疗效对比研究 汪慧丹

14:50-14:58 基于“互联网 +”的全病程管理模式在隐匿阴茎患儿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高海华

14:58-15:06 不育症患者负性情绪发生的危险因素及风险预测模型的构建 万				婠

15:06-15:14 糖尿病ED与 ED患者病耻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研究 武天民

15:14-15:22 一种新型支被架的设计与应用 张敬红

15:22-15:30
基于医护联动团队资源管理模式下的一例阴茎电击伤后阴茎全缺失患者行阴茎
重建术后的应用

刘				萍

15:30-15:38 辅助生殖技术护理、心理 尹				丹

15:54-17:54 男科护理学会场（二）																																																																		主持：孙德娟、李				杏

15:54-16:06
探讨“同伴教育”的健康教育模式对腹腔镜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患者围术期
尿控的效果

夏				静

16:06-16:14 前列腺增生术后尿失禁患者的延续性护理疗效探索 朱宇虹

16:14-16:22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护理模式在小儿隐匿型阴茎改良Devine 术围手术期中的应
用价值

李				丰

16:22-16:30
阴茎尿道海绵体分流 +隧道术治疗低流量型阴茎异常勃起大于 48小时患者的
经验分享

钟美浓

16:30-16:38 男性膀胱肿瘤电切术后患者性生活体验的质性研究 王小青

16:38-16:46 揿针耳穴疗法在急性附睾炎患者疼痛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张晓娟

16:46-16:54 人文关怀护理对尿动力检查中疼痛、焦虑的干预效果分析 陆裕莲

16:54-17:02 YqAZFc 区微缺失致男性不育患者规范化护理流程的实践 张建雄

17:02-17:10
激励式心理干预结合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应用于前列腺增生围手术期管理中对患
者应激反应及术后康复情况的影响

苏晓茹

17:10-17:18 小承气汤穴位贴在达芬奇辅助前列腺癌术快速康复中的实践探讨 丁宁

详细日程

2021 年 11 月 7 日 ( 星期日 / 下午 )                                                                       分会场三

13:30-15:54 前列腺疾病论坛（一）																																																			主持：姚友生、王宝龙、丁				伟

13:30-13:42 不同场强多参数MRI 对 PI-RADS	v2 诊断临床显著性前列腺癌的价值 方				冬

13:42-13:54 钬激光与铥激光前列腺剜除术的效果以及对射精功能影响的比较研究 凌				青

13:54-14:02
Effects	of	Essential	Oil	on	Patients	with	Type	Ⅲ	Chronic	Prostatitis	/	
Chronic	Pelvic	Pain	Syndrome: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王阳赟

14:02-14:10 改良经闭孔尿道球部悬吊术治疗前列腺术后压力性尿失禁疗效初探 蔡志康

14:10-14:18 基于尿道MRI评估的改良Y-V成形术治疗前列腺术后膀胱出口闭锁的疗效分析 胡晓勇

14:18-14:26
机器人辅助的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比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具有更低的生化复
发：系统回顾和荟萃分析

杨启维

14:26-14:34 生殖系微生物群在男性健康和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李				豫

14:34-14:42
Impact	on	sexual	function	of	plasma	button	transurethral	vapour	
enucleation	versus	plasmakinetic	resection	of	the	large	prostate	>90	
ml: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

王振青

14:42-14:50 三种针刺选穴方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 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的临床疗效评价 耿				强

14:50-14:58 前列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PI-RADSV2.1）解读与临床实践 钟				晶

14:58-15:06 B7-H4/AR介导的免疫逃避在前列腺癌去势抵抗中的机制研究 吴				越

15:06-15:14
经尿道铥激光前列腺剜除术（ThuVEP）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TURP）在
治疗大体积前列腺增生症比较分析

王				伟

15:14-15:22 加速康复外科在机器人辅助前列腺癌根治性切除术围手术期中的应用 徐				锋

15:22-15:30 基于前列腺体积、逼尿肌功能个性化前列腺剜切术 曾健文

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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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7 日 ( 星期日 / 下午 )                                                                       分会场三

15:54-17:46 前列腺疾病论坛（二）																																																			主持：王为服、杨忠伟、茹				峰

15:54-16:06 PGE2受体拮抗剂对前列腺癌多发骨转移的作用 许				松

16:06-16:18 高危前列腺癌患者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盆腔淋巴结清扫再认识 李和程

16:18-16:26
盆底磁刺激联合骶神经根磁刺激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 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的疗
效观察

陈				鑫

16:26-16:34 低血小板 / 淋巴细胞比值与前列腺癌骨寡转移相关 郭新武

16:34-16:42 精道解剖在BPH患者术中的应用对减少术后逆行射精的临床研究 张路锋

16:42-16:50
一项在中国慢性前列腺炎 / 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CP/CPPS）病人中，慢性
前列腺炎症状指数（NIH-CPSI）与勃起功能指数 (IIEF-5) 相关性的大型横
断面研究

高				攀

16:50-16:58 国人前列腺活检中不典型小腺泡增生和高级别前列腺上皮内瘤变的意义 杨明根

16:58-17:06
经尿道前列腺钬激光剜除术与等离子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射精
功能的比较

刘杰昊

17:06-17:14
阴部神经联合髂腹股沟神经电针刺激在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 / 慢性盆底疼痛
综合征（CAP/CPPS）中的临床应用

吕婷婷

17:14-17:22
抑郁症增加中老年男性患 LUTS/BPH的风险：一项基于倾向性评分匹配的回
顾性队列研究

熊				楊

17:22-17:30
ELOVL5 介导的脂肪酸碳链延长在前列腺癌神经内分泌分化和抗雄药物耐药
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徐				欢

17:30-17:38 针刺改善CPPS患者疼痛和情绪的临床疗效与机制初探 周健文

17:38-17:46 “超级主动观察”局限低危前列腺癌的冷冻消融治疗 崔				亮

详细日程

2021 年 11 月 7 日 ( 星期日 / 下午 )                                                                       分会场四

13:30-14:06 中国男科菁英论坛（青年论坛）-session1																																	主持：范海涛、刘凌云

13:30-13:42 基层男科医生培训与《男科疾病诊疗常规》编写、宣讲与质控 赵善超

13:42-13:54 对新冠肺炎男性康复者泌尿生殖健康评估研究 王				涛

13:54-14:06 阴茎异常勃起病因及Al-Ghorab+ 海绵体腔冲洗治疗 彭				靖

14:06-16:07 中国男科菁英论坛（青年论坛）-session2																			主持：董治龙、于				湧、陈耀平

14:15-14:23
PSMA-targeted	nanosheets:	A	nanoplatform	for	prostate	cancer	
therapy	via	ferroptotic	cell	death	and	ATM	deficiency-triggered	
chemosensitization

张				力

14:23-14:31 外显子测序技术预测弱精症患者 ICSI 结局的研究 杨镒魟

14:31-14:39
Surgical	Management	of	Tuberculous	Epididymo-orchitis: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86	Cases	with	Long-term	Follow-up	

黄				引

14:39-14:47 利用互联网 +增加泌尿男科病人的粘性 齐进春

14:47-14:55
miR-15a 及其调控的热休克蛋白在精索静脉曲张患者精液中的表达及其临床
意义

段永刚

14:55-15:03 勃起功能障碍对ART妊娠结局的影响 郭海彬

15:03-15:11
Loss-of-function	in	PHF7	Cause	Male	Infertility	by	Impairing	Histone-
to-Protamine	Exchange	during	Spermiogenesis

程建星

15:11-15:19 肥胖埋藏型阴茎分型治疗研究 郭建华

15:19-15:27 307 例勃起功能功能障碍患者行Rigiscan 阴茎硬度测量结果分析 唐松喜

15:27-15:35 一种新的实时测量阴茎勃起硬度的方法 -剪力波超声弹性成像 杨				林

15:35-15:43 患者对疾病认识和术式选择对阴茎弯曲矫正术后疗效的影响 李文吉

15:43-15:51 “三沟两弧”法铥激光剜切术治疗高龄高危超大体积前列腺 荆翌峰

15:51-15:59 抗精子抗体对人精子膜功能完整性及压力敏感性Ca2+ 内流的影响 刘喜军

16:07-17:19 中国男科菁英论坛（青年论坛）-session3																			主持：易发现、董				潇、杨晓波

16:07-16:15 青春期前大鼠异种睾丸移植用于生育能力保存的实验研究 张连栋

16:15-16:23 冠状动脉钙化可能会增加前列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一项初步研究 魏永宝

16:23-16:31 精索静脉曲张血管重塑的病理机制研究 孙树志

16:31-16:39 基于组织学，蛋白组学及三维重建的附睾的解剖特征 赵				军

16:39-16:47 合欢皮治疗心理性勃起功能障碍的中枢神经机制 王				恒

16:47-16:55 超细腹腔镜器械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经验体会 周其赵

16:55-17:03 基于网络药理学方法探讨佳蓉片治疗男性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的可能机制 周				兴

17:03-17:11 放射式体外冲击波治疗Ⅲ型前列腺炎的临床研究 牟小西

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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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7 日 ( 星期日 / 下午 )                                                                       分会场五

13:30-13:45 2021 年度CAA-JoVE全国男科特色手术 / 技术 -开幕式																								主持：张亚东

13:30-13:45 致辞 王				忠

13:30-13:45 介绍比赛情况

13:45-14:00
2021 年度CAA-JoVE全国男科特色手术 / 技术——颁奖仪式

颁奖嘉宾：邓春华、商学军、刘继红、王忠

13:45-14:00 宣读比赛结果（特别贡献奖；最佳学术 / 技术视频奖；最佳技术视频奖）

14:00-15:10 CAA-JoVE全国男科特色手术 / 技术——学术环节																				主持：宋				涛、涂响安

14:00-14:10 中国男科特色手术 / 技术视频综述 邓春华

14:10-14:20 CAA-JoVE助力中国男科发展 郭				宇

14:20-14:28 经海氏三角显微镜下精索静脉 -腹壁浅静脉转流术治疗 III 度精索静脉曲张 邓春华

14:28-14:36 利用自体组织增加尿道周径的人工尿道括约肌植入术治疗男性压力性尿失禁 王				忠

14:36-14:44 阴茎头离断伤行精细显微再植完美恢复阴茎头外形 3例视频报告 李彦峰

14:44-14:47 点评：孙祥宙、姚海军、廖勇彬

14:47-14:52 应用阴囊蝶形皮瓣治疗阴茎疤痕重度挛缩导致皮肤缺失 姚海军

14:52-14:57 保留睾丸手术在成人睾丸肿瘤中的应用 金晓东

14:57-15:02 “标记 -滑动 -对合”法改良一次性吻合器精准包皮环套术 张亚东

15:02-15:05 点评：董				强、王				涛、卢慕俊

15:05-15:10 总结 王				忠

详细日程

2021 年 11 月 7 日 ( 星期日 / 下午 )                                                                       分会场五

15:10-16:10 男科手术学会场（一）																																																			主持：王海平、王军凯、崔				曙

15:10-15:22 中国男科显微培训体系建立 涂响安

15:22-15:34 小而不简单：浅谈男性外生殖手术 胡建新

15:34-15:46 门诊血精患者的检查与治疗 刘				雨

15:46-15:58 再论舌粘膜在尿道下裂分期手术的价值 姚海军

15:58-16:10 预测睾丸癌患者总生存率和癌症特异性生存率的预后列线图的建立和验证 宋宁宏

16:10-17:54 男科手术学会场（二）																																																			主持：肖恒军、王沈凡、张				鹏

16:10-16:18 阴囊肿瘤大面积皮肤缺损三种修复方案的比较 王国耀

16:18-16:26 改良腹腔镜经腹皮下途径腹股沟淋巴结清扫术（附录像） 王				飞

16:26-16:34 显微镜下精索回流静脉重建治疗中重度精索静脉曲张疗效报告 万				子

16:34-16:42 性交及勃起后血尿伴血精 51例临床特征及内镜诊治分析 李彦锋

16:42-16:50 阴茎白膜折叠术治疗单纯阴茎弯曲的术中折叠技巧 周辉良

16:50-16:58 显微镜下精索静脉低位结扎术治疗胡桃夹综合征合并精索静脉曲张的临床研究 刘子明

16:58-17:06
One-stage	Circumcision	and	Hyaluronic	Injections	for	Men	Reporting	a	

Small	Penis	with	redundant	prepuce	or	phimosis
张天宇

17:06-17:14 可膨胀性三件套阴茎支撑体植入术治疗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52例回顾性分析 郑				涛

17:14-17:22 拖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和精索外静脉的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疗效分析 庄锦涛

17:22-17:30 不同术式治疗胡桃夹综合征所致左侧精索静脉曲张的疗效分析 张天标

17:30-17:38 26 例经前列腺小囊颈口破壁治疗射精管梗阻疗效分析 王				瑞

17:38-17:46 尿道直肠瘘 / 会阴瘘的手术治疗经验分享 郑大超

详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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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衷心感谢国内外各界专家学者和各位参会者

对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第二十一次全国男科学术会议

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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