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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 VC专家共识

专家共识

男 性 阴 囊 冷 敷 贴



精索静脉曲张定义

精索静脉曲张（varicocele，VC）一种血管病变, 

指精索内蔓状V丛的异常扩张、伸长和迂曲,  可导

致疼痛不适及进行性睾丸功能减退。

是导致男性不育常见原因之一



总监致辞

流行病学

非患病 患病

普通男性人群

10~15 %

非患病 患病

原发性男性不育

30~40 %

非患病 患病

继发性男性不育

69~81%

非患病 患病

精液异常男性

25.4％ 



等级分类

2010

• 临床型I度   触诊无异常,Valsalva试验可扪及曲张静脉

• 临床型II度  阴触诊可扪及曲张静脉

• 临床型III度  视诊可见曲张静脉团块，触诊时可扪及明显增大、

曲张的静脉团

按体格检查分度

彩色多普勒超声(CDFI)检查分度

• 亚临床型：临床触诊阴性而超声检查精索V 内有反流，DR 1.8~2. 1 
mm, TR 1~2 s；

• 临床型Ⅰ度: 临床触诊阳性且超声检查DR  2.2~2.7mm, TR2~ 4 s;
• 临床型Ⅱ度：临床触诊阳性且超声检查DR2.8~3.1mm, TR 4~ 6 s; 
• 临床型Ⅲ度：临床触诊阳性且超声检查  DR≥3.1mm、TR≥6s 。



临床表现

2010患者常常由于缺乏自觉症状而得不到及时诊治，

最终导致部分患者生精能力受损。

少数患者可有立位时阴囊肿胀，阴囊局部持续或

间歇坠胀疼痛感、隐痛和钝痛，可向下腹部，腹

股沟区或后腰部放射，劳累或久站后及行走时症

状加重，平卧休息后症状减轻或消失。



精索静脉曲张为什么会导致不育

局部温度升高致使精子的产生和功能下降1

2 导致患者睾酮水平下降

2016年专家共识提出：因为阴囊静脉的扩大，会影响一种称为绒毛状丛的静脉。
绒毛状丛的主要作用是在动脉血到达精子之前，对其进行冷却。为什么要进行冷却？因为研究发现：当温度为
34.5摄氏度时，精子的产生效率最高。
（人体标准温度在37摄氏度左右，这也是睾丸为什么会与身体躯干在物理上分开的原因之一）

绒毛状丛会保持睾丸产生精子所需的最佳温度，但精索静脉曲张的出现会破坏绒毛状丛的冷却系统，导致温度升
高。而睾丸温度过高会降低精子的产生和功能，从而导致生育能力降低。

有研究认为VC患者血清睾酮 下降↓                 多个研究报道VC患者经治疗后血浆睾酮升高 ↑



降温疗法 –权威专家推荐的精索静脉曲张非手术疗法

明确将“降温疗法”作为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

“手术疗法”和“药物疗法”以外的一般疗法

进行推荐。

VC治疗方法包括一般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一般
治疗包括生活方式和饮食调节和物理疗法等，如：戒烟
限酒、饮食清淡、回避增加腹压的运动；降温疗法或阴
囊托等。

《（2016）精索静脉曲张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降温疗法-专家推荐的精索静脉曲张非手术疗法

精索静脉曲张的非手术治疗常用方法有阴囊托

带、局部冷敷，避免过度生活造成盆腔及会阴

部充血等。

《（2019）中国泌尿外科和男科疾病

诊断诊疗指南》
——阴囊阴茎良性疾病诊断治疗指南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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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规格

6片/袋。100袋/件

   PH实验
PH值为4.5-6.5

产品外观

半透明状淡绿色膏体

粘附力

钢球（NO.4以上），在粘着面
上停留30s以上

产品形状

单片尺寸：14CM*10CM，可
以自由裁剪

适用人群

适用于需要提高精子质量和备
孕期男士

男性阴囊冷敷贴



男性阴囊冷敷贴产品特征

大尺寸自由裁剪 粘性适中不易脱落 持续降温9-11小时

亲肤无刺激 日本授权技术 一类器械备案



企业
使命

核心
价值

经营
理念

男性阴囊冷敷贴功能原理

n聚丙烯酸和聚丙烯酸钠是构成水凝胶冷敷产品的主要成分，由

此形成三维空间结构，并且使凝胶产品具有亲水性、高粘性，

可以吸收相比自重100-1000倍的水分。

n通过水凝胶内部水分的蒸发，阴囊冷敷贴可以带走体内热量，

造成冷敷效果。阴囊冷敷贴可轻易贴敷皮肤表面，冷敷效果可

持续9-11小时。

安全、作用持久



男性阴囊冷敷贴降温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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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分别测量阴囊冷敷贴模拟贴敷后贴片内水分蒸发量、实现的降温温差随时间的变化值。结果表明贴敷阴囊冷敷贴后，

贴片内水分不断蒸发，持续时间可达到11h；降温效果可达到降温2～3℃，持续时间9~11h。

n与竞品相比，本产品单位时间内水分蒸发量更大，实现冷敷降温效果更佳，降温时间更持久。

降温更快 持续更久



冷却效果的评价方法，通
过测定膏体的含水量以及
粘贴时的水分蒸散量，对
各产品间进行了评价。结
果如图所示。

贩卖产品名称 n 单位面积的水分含
量(mg/cm2) 平均值 相对标准

偏差

其他公司产品
（杂货A）

1 45.7
45.74 2.242 46.8

3 44.7

医用降温贴
1 77.6

75.62 2.432 75.2
3 74.0

速达酸痛贴布a
（Cool Refenda a）

1 57.6
58.47 1.732 59.6

3 58.2

其他公司产品
（医药品B）

1 47.6
46.11 2.892 45.8

3 44.9

利用红外水分仪对膏体含水量的测定结果（单位面积的水分含量）

结果显示，男性阴囊
冷敷贴的膏体含水量
高于其他产品。



精索静脉曲张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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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索静脉曲张和
阴囊潮湿男性患者

适用于需提高精
子质量和备育期

男士

患有慢性前列腺炎、
睾丸不良、少精或
性功能低下男士

５

体型肥胖、高热
量饮食、性生活
过于频繁男士

  男性阴囊冷敷贴四大用户群  

1 2 3 4



泌尿科 生殖中心男科

男性阴囊冷敷贴适用科室



男性阴囊冷敷贴临床应用1

改善生精环境，提高精子质量。

用于降低阴囊温度以及精索静脉曲张患者使用。

选择年轻男性进行贴敷前后温度测定。在贴敷阴囊冷敷贴前，使用红外

温度记录仪测定阴囊表面温度。贴敷阴囊冷敷贴3h后，揭开冷敷贴胶

剂进行阴囊温度测定。阴囊温度是通过对左右睾丸上下四点进行测量获

取，并与贴敷前阴囊温度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在贴敷的3小时期间，阴

囊冷敷贴可以有效的降低阴囊部位温度，降温幅度可达2.0~3.0℃。

贴敷3h后

贴敷前 n 可显著降低阴囊部位温度



男性阴囊冷敷贴临床应用1

DFI是精子的DNA断片化指数（DNA fragmentation index），

它是测量DNA的损伤情况的指标。15%为良好，15~30%为普

通，30%以上为恶化状态。选择8名精索静脉曲张患者（年龄：

28~41岁）使用阴囊冷敷贴，每日夜间贴敷一片。使用冷敷贴前

DFI值平均为24.3%，使用冷敷贴10个周后，DFI值平均为17.5%，

试验结果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P = 0.04
paired T-test

临床研究机构：Tsubaki不孕不育诊所，独协医科大学琦玉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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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敷治疗后精子DFI值改善效果     n=8

改善生精环境，提高精子质量。

用于降低阴囊温度以及精索静脉曲张患者使用。

n 可显著降低DFI值



男性阴囊冷敷贴临床应用2

n流行病学：无精子症占男性不育人群的10%～15%，

n其中60%为非梗阻性无精子症(non-obstructive 

azoospermia，NOA)，

n40%为梗阻性无精子症(obstructive azoospermia，OA)。

睾丸穿刺或附睾抽吸后使用，缓解术后疼痛，

收缩血管，加快止血。



男性阴囊冷敷贴临床应用2

1、术后用无菌纱布局部压迫止血10min，注意观察有无明显肿大、出血情况；

     若有明显出血现象，建议增加含有促凝血成分的止血贴片或者止血海绵配合使用。

2、10min后，揭开冷敷贴表面薄膜，将凝胶面贴在阴囊部位，直接覆盖在无菌纱布上使用，轻轻按压；

     若要增强冷敷效果，可将冷敷贴冷藏后使用，勿冷冻保存。

3、贴敷1~2h后，当患者疼痛缓解，确认无出血及血肿形成后方可离院。

4、术后24=48h内建议冷敷处理，缓解患者疼痛感、肿胀感，贴敷无菌纱布后使用；

     每片贴敷时间为9-11h，共使用6片（一袋用量，每袋6片）。

5、离院后，如有疼痛不适或者阴囊肿大立即来医院检查。

睾丸穿刺或附睾抽吸后使用，缓解术后疼痛，

收缩血管，加快止血。

冷敷贴使用操作



男性阴囊冷敷贴临床应用3

阴囊因其构造特殊，具有良好的散热作用，温度一般低于腹腔约2℃，所以是睾丸发育的最理想部位 。热敷可导致

阴囊内的睾丸因高温而致损害，影响精子的产生及雄激素的分泌，有可能影响生育功能。对于儿童、青少年和未育

的男性不建议使用。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热敷往往会造成炎症加重或导致已经恢复的肿块复发，所以我们将其改成24小时持续冷敷

至病情稳定，病人不仅自觉症状减轻，而且也能大大缩短病程。因此，一旦诊断急性附睾炎，应早期应用24小时持

续冷敷至治愈，这样就可以明显缩短病程，改善患者预后，减少并发症。

————24小时持续冷敷治疗急性附睾炎，王洪杰，张万峰，王贵平，曲嘉林，王百峰，杨振涛。中国伤残医学，2011，19（10）：32

若要增强冷敷效果，建议将冷敷贴放入冰箱（2~4℃）冷藏后使用，勿冷冻保存。

急性附睾炎早期进行阴囊冷敷，缓解疼痛，抑制肿胀。



精索静脉曲张定义

04 / 产品资质
男 性 阴 囊 冷 敷 贴



男性阴囊冷敷贴产品信息

【通产品名称】医用冷敷贴         

【商品名称】男性阴囊冷敷贴         

【型号规格】1贴/袋*6袋/盒

【产品性能及主要结构组成】

  由无纺布背衬层、凝胶、聚乙烯薄膜覆盖层组成。凝胶由聚丙烯酰胺凝

胶、纯化水组成。不含有发挥药理学、免疫学和代谢作用的成分。

【适用范围】用于人体物理退热、体表面特定部位的降温。仅用于闭合性

软组织。

【有 效 期】3年

【产品备案凭证编号/产品技术要求编号】鲁济械备20190018号

简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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