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肛肠科

1、基本介绍

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 1956 年由我国著名中医肛肠病专家、“丁氏肛肠”第

八代传人原中国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会长丁泽民教授创建，1994 年由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正式定名为“全国中医肛肠专科医疗中心”；2001 年成为“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重点学科”、“‘十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重点专科”、“江苏省‘135’

重点学科”；2006 年获得‘十一.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重点专科，同年成

立南京结直肠病研究所，南京肛肠医院。2007 年创刊《中西医结合结直肠病学》

杂志，建立一个中西医结合结直肠病临床和科研的交流平台。2009 年 9 月成立南

京结直肠病研究所盆底疾病中心。2011 年又被评为新一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

二.五”重点专科。2018 年获批国家区域中医诊疗中心。2019 年获批南京市部省

共建临床医学研究中心，2021 年获批江苏省中医肛肠疾病临床医学创新中心。

2005 年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批准为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中医肛肠专业，

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肛肠医师培训基地。

肛肠中心集医疗、教学、科研、信息为一体， 中心设有 7 个病区，3 个中心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结直肠肿瘤中心、南京结直肠病研究所盆底疾病中心、中美

结直肠神经调控合作中心），313 张床位。拥有内镜及微创治疗中心、专科腔内

超声室、结直肠肿瘤多专业一体化诊疗平台、排便障碍性疾病诊治平台（肛管测

压室、肌电图室、生物反馈治疗室、盆底磁刺激治疗室等）、炎性肠病多专业一

体化诊疗平台等。并开设肛肠科门诊及便秘、儿童肛门病、高位复杂性肛瘘、排

便障碍性疾病、造口、炎症性肠病等多个专病门诊。并建设有院士工作站、中医

药现代化与大数据研究中心。拥有先进的超声肠镜、电子肠镜、消化道动力检测



仪、腔内超声仪、盆底神经电生理检测及诱发电位仪等专科专用设备。

肛肠中心已建立五个亚专科及研究方向：1、结直肠肿瘤； 2、复杂性肛瘘；

3、炎症性肠病；4、丁氏痔科传承创新研究；5、排便障碍性疾病。共 60 余种疾

病（ICD 编码）。中医特色优势明显，西医技术先进，综合实力国内领先，国际

先进。

肛肠中心具有较强的学术科研能力，丰富的医疗管理经验和合理的人才梯队。

专科医疗队伍 65 人，其中博士 22 名，硕士 30 名，本科 12 名；博士生导师 3

名，硕士生导师 8 名。现有主任医师 14 名，副主任医师 13 名，主治医师 21 名，

住院医师 17 名。中心拥有国家师承指导老师 4 人，有全国名老中医工作室 3 个，

省名中医工作室 1 个，市名中医工作室 4 个。国家级名老中医学术继承指导老师

2 人，省级名老中医学术继承指导老师 1 人，市级名老中医学术继承指导老师 1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 人，获得省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3 人，省 333 人才

3 人，江苏省中医药领军人才 1 人，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 4 人，

江苏省“卫生拔尖人才” 1 人，市科委行业学术带头人 1 人，南京市医学领军人

才 1 人，南京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 1 人，市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1 人。

肛肠中心拥有一批具有丰富临床教学经验的师资力量，担负着培养博士生、

硕士生及国家级、省级肛肠进修班和继续教育项目，还担负南京中医药大学肛肠

专科临床实习和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任务。近五年来，肛肠中心围绕主攻方向“结

直肠肿瘤基础及临床研究”、“便秘的基础与临床研究”、“高位复杂性肛瘘诊

治规范”、“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的中西医结合诊治”等获得在研课题 64

项，总经费 1386.5 万元，其中国家级课题 7 项，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

展）1 项，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级课题 4 项，厅级课题 12 项，市局级课



题 11 项等。近 5 年获得科技奖 15 项，其中获部省级科技奖项 7 项，市级科技奖

项 3 项，学会科技奖项 3 项。近五年获得专利 34 项，其中发明专利 3 项，实用

新型 28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版权登记 1 项。近五年以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

共发表论文 264 篇，其中 SCI 收录 36 篇，科技核心级别以上期刊收录共 155 篇，

出版专著 7 部。

1、人员信息

职务 姓名 职称

主要研究者 刘飞 主任中医师

主要研究者 江滨 主任医师

主要研究者 王业皇 主任医师

2、主要研究者风采

姓名：刘飞

职称：主任中医师

个人简介：

南京市名中医，肛肠科主任，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丁氏痔科医术”代表

性传承人，全国中医肛肠学科名专家。作为肛肠科学科负责人之一，多年以来为

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在充分继承发扬祖国传统医学的特色优势基础上，

不断深化开展中医传统学科的现代化建设，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思



路和框架，开展了与国内外广泛的学术交流，人才梯队建设也不断提升。近年来，

肛肠科在医疗、教学、科研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各个亚专业研究方向齐

头并进，学科综合实力局全国领先地位，先后获得了省市及国家的重点专科、重

点学科、临床研究中心、国家中医专科区域诊疗中心等称号。

擅长诊治：

擅长结直肠肿瘤和功能性疾病（便秘、肛门失禁、盆底疾病、直肠脱垂、炎

性肠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肛门病（痔、肛瘘、肛裂）的诊治。在国内首次用腹

腔镜回直吻合分流手术治疗结肠慢传输便秘，取得良好效果。在我院率先独立开

展腹腔镜盆底疝修复术，腹腔镜直肠脱垂固定术，腹腔镜结肠穿孔修补术，手助

腹腔镜全结肠直肠肛门切除术，结腸癌肝转移联合脏器切除术，括约肌间入路内

口挂线加脓腔对口引流术治疗马蹄形肛周脓肿。

发表文献：

《经肛门内镜微创手术治疗直肠肿瘤 30 例分析》

《三维腔内超声检查在直肠肿瘤经肛门内镜微创手术前分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微卫星不稳定性检测在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家系遴选中的作用》

《中医挂线疗法在肛周脓肿治疗中的应用》

《坏死性筋膜炎的临床特征及其处理》

《女性会阴缺损伴直肠阴道瘘、排便失禁的外科处理》

《磷酸钠灌肠剂用于肛肠外科手术前的肠道准备》

《TEM 与腔镜治疗中上段早期直肠癌临床比较》

《微卫星标志 BAT-26、BAT-25 在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中的变异特征及临

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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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gc.sxsrsc.com:8000/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526&CurRec=5&FileName=DCGM200302024&DbName=CJFD2003&DbCode=CJFQ&pr=
http://hgc.sxsrsc.com:8000/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526&CurRec=6&FileName=XCYZ200806041&DbName=CJFD2008&DbCode=CJFQ&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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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gc.sxsrsc.com:8000/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526&CurRec=16&FileName=DCGM201502012&DbName=CJFDLAST2015&DbCode=CJFQ&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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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根塞源法结合微创技术治疗高位复杂性肛瘘的临床疗效分析》

姓名：江滨

职称：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盆底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肛肠专业委员会理事。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腔镜内镜影像专家组、MDT 专

家组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肛肠分会理事。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临床

教育研究会肛肠分会理事。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

导师。江苏省 333 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人员，江苏“六大人才高峰”第十二批

高层次人才。

临床研究关注结直肠肿瘤、排便障碍性疾病（便秘，肛门失禁，直肠脱垂）

的微创外科治疗、组织工程在临床中的应用。撰写论文 60 余篇，SCI 收录 9 篇。

参编论著 2 部，译著 2 部。主持省市课题 9 项。中美合作研究项目 1 项，参与课

题十余项。获得科技进步奖 3 项。

擅长诊治：

擅长结直肠肿瘤和功能性疾病（便秘、肛门失禁、盆底疾病、直肠脱垂、炎

性肠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肛门病（痔、肛瘘、肛裂）的诊治。在国内首次用腹

腔镜回直吻合分流手术治疗结肠慢传输便秘，取得良好效果。在我院率先独立开

展腹腔镜盆底疝修复术，腹腔镜直肠脱垂固定术，腹腔镜结肠穿孔修补术，手助

http://hgc.sxsrsc.com:8000/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526&CurRec=17&FileName=SZGY201804052&DbName=CJFDLAST2018&DbCode=CJFQ&pr=


腹腔镜全结肠直肠肛门切除术，结腸癌肝转移联合脏器切除术，括约肌间入路内

口挂线加脓腔对口引流术治疗马蹄形肛周脓肿。

发表文献：

《直肠全层脱垂的腹腔镜下治疗》

《Tumor-Infiltrating Immune Cells: Triggers for Tumor Capsule Disruption

and Tumor Progression?》

《 Cell Budding f rom Normal Appearing Epithelia: A Predictor of

Colorectal Cancer Metastasis ?》

《 Tube-Like Structures with Co-Expression of D2-40 and CD34: Newly

Formed Vasculatures?》

《结肠慢传输型便秘外科治疗现状与思考》

《腹腔镜回肠直肠侧侧吻合分流术治疗顽固性结肠慢传输型便秘的临床研究》

姓名：王业皇

职称：主任医师

个人简介：

江苏省名中医，南京市中医院肛肠科主任中医师，南京武警医院首席专家，

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全国肛肠学术带头人，国家 135 医学重点学科带

头人。曾被国家劳动人事部、总政治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4%BA%AC%E5%B8%82%E4%B8%AD%E5%8C%BB%E9%99%A2/6344927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师从丁泽民先生、并曾赴日本帝京大学研修，创立

了中西结合痔病微创治疗诊治路径，后路 IVS 吊带加桥式修补治疗盆底功能障碍

性疾病所致的便秘的新方法。撰写了《肛肠科疾病中医治疗全书》、《丁泽民老

中医学术思想与证经验研究》等专著。

擅长诊治：

擅长运用中医及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诊治肛肠科常见病及疑难病，特别是对环

状痔、高位复杂性肛瘘、顽固性便秘、直肠脱垂、炎性肠病、肛门功能障碍性疾

病、肛门大肠肿瘤等的诊治有较丰富和独特的经验。

发表文献：

《王业皇手术治疗高位肛瘘的临床经验探析》

《王业皇运用升阳举陷法辨治肛肠科疾病经验采撷》

《王业皇辨治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的经验撷英》

《王业皇运用风药治疗功能性肛门直肠痛经验拾粹》

《王业皇教授治疗肛门坠胀临证经验探析》

《王业皇教授切开挂线术治疗高位蹄铁形肛瘘的手术经验和技巧》

《丁氏痔科关于高位复杂性肛瘘术后管理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