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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未来增高患者：

这本综合手册的目的是来帮助您了解真实的美容身材增高信息。我会不断的更新这份材料，使其
为您提供最新的信息。如果这本手册还没有全部回答您的问题，您可以随时向我和我的助手询
问，以便我们帮助您做好这个改变人生过程的准备。虽然这个文件中会从第一个人称切换到第三
个人称，但它完全是我写的。此处所有信息均基于我 30 多年在肢体延长领域中的经验。 我希望
您觉得这些资料对您有极大的帮助。如果您选择继续这个旅程， 我更希望亲自见到您。

诚挚

杜尔 佩利 医学博士，加拿大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

佩利骨科和脊椎研究所所长

佩利医生电子邮件：dpaley@paleyinstitute.org

研究所网站：www.paleyinstitute.org



2

美容整形身体增高的通常问题解答
（本文件包含大多数病人询问问题的答案，请仔细阅读）

图1：一位52岁医生的例子。他做股骨（大腿）和胫骨（小腿）延长，共增高 4.5英寸（11厘米）
。他手术前后站在他妻子旁边的参考比较。延长之前（左）和之后（右）。他是使用Precice延长
方法。

如需进一步咨询，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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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薇 （Angelique Keller/安琪莉珂 凯乐儿），是我们佩利研究所肢体延长的国际负责人。她可以流
利的说和写中文。雨薇的微信ID是：DrPaley. 请和她联系以便为您提供精确信息。

如需财务咨询，请联系：

Craig Lawrence （克雷格 劳伦斯）：圣玛丽医院的高级财务师，他的电子邮件： 
 clawrence@paleyinstitute.org 

如需预约咨询日期，请联系：

雨薇 （Angelique Keller/安琪莉苛 凯乐儿），佩利研究所肢体延长的国际负责人。电子邮件： 
akeller@paleyinstitute.org

如需预约手术日期，请联系：

雨薇 （Angelique Keller/安琪莉珂 凯乐儿），佩利研究所肢体延长的国际负责人。电子邮件： 
akeller@paleyinstitute.org

有关医疗问题请联系：

Vera Gray （维拉 格瑞），PA-C：医师助理 -  vgray@paleyinstitute.org

John Robb （约翰 罗伯），PA-C：医师助理 -  jrobb@paleyinstitute.org

Craig Robbins （克鲁格 罗宾斯），MD 医学博士：骨科医生 -  crobbins@paleyinstitute.org

Dror Paley （杜尔 佩利），MD医学博士：佩利研究所所长 -  dpaley@paleyinstitute.org

佩利骨科和脊椎研究所 
电话：561 844 5255 
地址：901 45th St., Kimmel Building 
West Palm Beach, 33407, Florida, USA 
901 45街，刊莫楼 
西棕榈滩市，佛罗里达州，美国 
邮编：3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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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解答
什么样的人想做这个手术？

大部分想做这个手术的人对他们的身体形象不满意。身体形象不仅是我们对自己外表的看法，而
且是我们自信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身高，身体形象是我们对自己身高和身体比例 (四肢长度与躯干长度)的比较。您的看法是？
您想蜕变吗？请仔细阅读。

这个心里因素有名字吗？

Walter Windisch博士是位心理学家与我合作了20多年，从1988年至2008年期间，他几乎评估了我的
所有患者，称这种情况为身高不郁（Dysphoria字面意思是不快乐，与欣快感相反）。换句话说，
您对您的身高不满意。另一个术语是佩利博士命名的：Height Neurosis。（与高度有关的神经宫能
症。）

一些患者也有身体变形障碍。他们通常也需要心理和药物治疗，但也可能是适合这种手术的病
人。在这一组人中我们可能会建议他们去精神科咨询。

身高与身高不郁有什么关系？

任何人无论实际身高多少，如果有这种心里障碍，始终会对自己身高不满。 
很多人以为只有矮人能有这个问题。每个人对高矮的看法不同，因人而异。身体高矮的底线跟种
族、国籍、和文化有关系：例如一个178厘米的人在印度算是很高，但是在荷兰算是很矮。

以下事实说明了这一点：一名男子从荷兰飞来看我关于增高。他身高180厘米。他说从他十几岁
起，他就感到很矮。他是家里最矮的男性，他妹妹也和他一样高。他所有的朋友都比他高。他提
醒了我，荷兰人是世界上最高的人。他跟我一样高。我从来没认为自己很矮，也没有任何家人或
者朋友觉得我很矮。因此，我很难决定是否要帮助他做增高手术。我送他进行心理评估。心理学
家的报告显示他与我们评估过的其他具有身体形象问题的人相同。尽管身高看起来很高，但是他
还有身高不郁的问题。

当我们研究身高与身高不郁的关系时，我们发现男性患者的身高从147厘米到180厘米。女性从137
厘米到173厘米。虽然更多的患者处于这一范围的低端，但有些患者处于上端的事实清楚地表明
身高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个人心理对身高和比例的感觉，我们叫身体形象感觉。身高
不郁是一种身体形象障碍。无论实际身高和别人看法如何，患者都认为自己很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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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身高的正常范围是多少？

在评估人口身高的分布时，我们考虑正常的钟形曲线。我们通过分布均值（平均值）来划分身
高。正常高度被认为是平均值的±3标准偏差（SD）。在没有侏儒症或生长激素缺乏等医学病症的
人群中，身高低于平均值3个标准偏差被认为是法定的身材矮小。一位医生有个定义：正常身高
范围是在最矮的5% 和最高的95%中间。所谓男性正常身高的下限为1.66 米，女性为 1.53米。

百分率 标准差 女性身高 
（英尺）

女性身高 
（厘米）

男性身高 
（英尺）

男性身高 
（厘米）

95 +3 68.5 174 74 188

90 +2 67.5 171 73 185

75 +1 66 167 71.5 181

50 平均 64.5 163 69.5 176

25 -1 63 160 68 172.5

10 -2 61.5 156 66.5 169

5 -3 60 153 65 166

增高有没有最低高度标准？超过这个最低标准还可不可以延长？

基于上述发现，答案应该是没有最低高度标准。我已经学会了从评估中消除我对身高的个人偏
见。患者的感知最重要。如果您比较高，这个手术的风险从理论上应该更少，因为您增高的高度
比较少。

我们用什么方法做增高手术？(看图 1,2,3)

在佩利研究所，我们使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这涉及插入伸缩髓内钉/针（管状装
置进入骨髓腔）的植入式肢体延长方式增高。这种最先进的装置是来自NUVASIVE SPECIALIZED 
ORTHOPEDICS（NSO）的PRECICE-STRYDE骨髓钉/针。NSO 产品是目前美国唯一经过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批准的延长钉。该机制提供了出色的速率控制，患者反应延长本身是无痛的，而且机制
也可以逆转（可延长和缩短）。可逆转的特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功能。我们诊所目前几乎所
有增高都是使用最新技术PRECISE-STRYDE（PS）。使用PRECICE 2.2（P2.2）做增高手术已经停止，因
为PRECICE-STRYDE更加有利于病人恢复。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P2.2由钛制成，柔韧，不如不锈钢PS
钉那么坚固。P2.2有承重限制，因此需要长时间使用轮椅或助行器，但是PS对绝大部分人没有承
重限制或长期使用助行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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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使用P2.2（旧髓内针）或PS(新髓内针)进行股骨延长

图3：胫骨延长使用 P2.2（旧髓内针）或PS(新髓内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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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使用P2.2（旧髓内针）或PS(新髓内针)进行股骨延长

股骨：梨状窝（骨内进口处）进入顺行针管插入，皮肤切口和延长部位

髓内针插入

1.5厘米皮肤切口，用于将髓内针插入骨内

0.6厘米皮肤切口，用于螺钉固定髓内针

磁铁

0.6厘米皮肤切口，用于截骨术

0.6厘米皮肤切口，用于螺钉固定髓内针

1.5厘米皮肤切口，用于IT带延长（髂胫束延长）

延长

R: 骨骼生长（大腿延长）8厘米

图3：胫骨延长使用 P2.2（旧髓内针）或PS(新髓内针) 

胫骨：髓内针切口，皮肤切口和延长部位

髓内针插入

L:0.6 厘米皮肤切口，用于螺钉固定髓内针

0.6厘米皮肤切口，用于截骨术

0.6 厘米皮肤切口，用于螺钉固定髓内针

R:0.6 厘米皮肤切口，用于螺钉固定髓内针

0.6厘米皮肤切口，用于截骨术

磁铁

胫骨延长（小腿大骨延长）5厘米

腓骨生长（小腿小骨延长）5厘米

胫骨：髓内针切口，皮肤切口和延长部位

髓内针插入

1.5厘米皮肤切口，用于将髓内针插入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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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PS可以增高多少?

PRECICE-STRYDE（新钉/针）一个骨髓针可以最多增高8厘米（例如大腿），与P2. 2一样。想要增加
更高，患者应该考虑一年后做另一个骨头的第二次延长（例如小腿）。两个总高度最多可增加到
13厘米（股骨/大腿最多为8厘米，胫骨/小腿最多为5厘米）。小腿（胫骨）不能一次承受8厘米，
超过5厘米会导致更严重的并发症，例如马蹄足[芭蕾舞足]。大多数患者在胫骨延长中一般不会忍
受超过5厘米。当然两次延长的价格几乎是一次延长的两倍。虽然PRECICE可以延长至8厘米，即使
在股骨中，并非每个患者都能安全地实现延长8厘米。只有在患者骨骼和软组织可以忍受的情况
下，我们才允许继续延长。在我们诊所，安全是第一重要。我们不会让病人冒着失去自身功能的
风险而去增加一厘米。如果两个股骨和两个胫骨全部增加8厘米，需要三个延长手术 (看下面的第
5选择) 。

P2.2（PRECICE）和PS（PRECISE-STRYDE）钉子有什么区别？

由于材料，直径和钉子的设计，两个钉子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强度。P2.2由钛制成，钛是一种更
柔韧，更脆的金属。因此它更容易弯曲和折断。对于单侧使用是好的，但双侧使用需要承重限
制。PS由不锈钢（Biodur 108 SST合金）制成，更坚硬和坚固。SP长期耐力强度（屈服强度）比P2.2
高1.2至1.5倍。SP强度比P2.2高2至2.5倍。

SST 
部分螺纹锁紧螺钉 

(mm)

最高负荷 
(磅)

最大长度
螺丝 (mm)

4.0 150 75

4.5 200 80

5.0 250 80

* 全身负重运动（走路）

PRECICE Stryde
骨髓针功能图解

Biodur 108 SST 合金 
• 包含 Housing Body +5mm 增加磁铁延长 

（18.6% 增加强度）

螺丝：新的更强的设计

额外15mm交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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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PRECICE-STRYDE钉子的候选人吗？

使用PS骨髓钉的唯一限制是骨头的长度和直径。最小直径为10毫米，最短长度为265毫米。骨骼太
窄或太短的患者必须使用P2.2并且有相关的重量限制，对于8.5毫米的钉子，承重限制为25磅（11.4
公斤）。某些比较小骨骼的女性对于STRYDE而言太小，仍然需要P2.2，特别是对于胫骨/小腿骨。

延长策略以及增高长度?

下面提供几种延长策略，每个可以增加不同高度，（请注意从方法1到5的成本增加，因人而异，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最高延长限度）。

1. 双侧股骨延长（最多可延长到8厘米; 3.25英寸） 

2. 双侧胫骨延长（最多可延长到5厘米; 2英寸）
3. 胫骨和股骨同时延长。胫骨（最多可延长到5厘米）和股骨（最多可延长到5厘米）相隔三

周延长：（最多可延长到总长 度 10厘米；4英寸）
4. 股骨延长（最多可延长到8厘米）一年以后再延长胫骨（最多可延长到5厘米）：（最多可

延长到总长 度 13厘米；5.25英寸）
5. 合并胫骨（4厘米）和股骨（4厘米）相隔三周延长：（可延长到总长8厘米；3.25英寸）一

年后或更长的时间，再用相同的骨髓钉重新断股骨和胫骨，重复4厘米股骨和4厘米胫骨延
长：（最多可延长到总长 度 16厘米；6.3英寸）。 （第二次延长时不需要更换骨髓钉）

PRECICE P2 （旧髓内钉）

直径  
(毫米)

病人最高体重 
（磅）     

实际腿部可以承
受的重量（磅）        

8.5 125* 25

10.7 250* 50

12.5 250* 50
*注意事项：治疗的肢体上加载的重量不能超过20％的体重。

PRECICE Stryde （新髓内钉）

直径  
（毫米）     

病人最高体重 
（磅）     

实际腿部可以承
受的重量（磅）        

10.0 150 150

11.5 200 200

13.0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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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程序的费用是多少？ （所有价格均为PRECICE-STRYDE骨髓钉/针）

咨询费用

1. 咨询 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0 USD
2. EOS （立体X光和 维生素D的检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00 USD

 手术费用 

1.  双侧股骨/大腿延长（最多可延长8厘米; 3.25英寸）  . . . . . . . . . . . . . . . . . .$97,500 USD 

2.  双侧胫骨/小腿延长（最多可延长5厘米; 2英寸） . . . . . . . . . . . . . . . . . . . $109,000 USD
3. 合并胫骨（最多可延长5厘米）和股骨（最多可延长5厘米） 

相隔三周延长；最多可延长10厘米（4英寸）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6,500 USD
4.  股骨延长（最多可延长8厘米），一年后胫骨延长 

（最多可延长5厘米）; 总长最多可延长13厘米（5.25英寸） . . . . . . . . $206,500 USD
5.  合并胫骨 （可延长4厘米）和股骨（可延长4厘米）相隔三周延长： 

总长8厘米；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再用相同的骨髓钉重新断股骨和胫骨， 
重复延长4厘米股骨和4厘米胫骨，总共最多可延长16厘米（6.3英寸）  
（第二次延长时不需要更换骨髓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0,000 USD

股骨加胫骨延长
选择延长方法3,4和5，要包括胫骨和股骨延长

延长股骨和胫骨，不仅可以更多增加高度，而且使大腿与小腿的比例更协调和完美。但同时延长
两对骨头比仅延长一对骨头更加复杂和昂贵。如果股骨和胫骨同时做手术，疼痛和不适相对会更
多些。我们不会两个手术同时做，因为在理论上，会增加脂肪栓塞的风险。这种综合症 来自于
在同一次手术中扩通髓管超过2个骨头。在同一次手术中插入4根骨髓内针会增加脂肪栓塞发生和
死亡的机率。我们已经成功的为两名患者完成了这项手术而没有并发症，但由于安全性较低，因
此不推荐也不提供这个选择。

第3种方法缩短了治疗时间，因为股骨和胫骨是同时完成的。首先进行胫骨手术，三周后再进行
股骨手术。这样做有两个原因: 1) 与股骨相比，胫骨愈合较慢, 2) 插入胫骨钉时需要最大的膝关节
弯曲。后做股骨手术可以减少最大膝关节弯曲。为了减少疼痛并增加股骨和胫骨延长最高长度的
可能性，我们在胫骨手术同时做腓神经减压术，并且使用同样的切口进行腓骨手术。

第4种方法允许股骨延长到最大长度，因为股骨和胫骨延长在不同时间完成，相隔一年，因此也
不需要进行神经减压术。

第5种方法是一个相当有趣的选项，因为它允许病人以最安全的方式实现增加最大高度。每个
PRECICE钉子可以最多延长8厘米。对于胫骨在一次延长手术中，不可能安全的延长到8厘米而不导
致损害跟腱（会导致在行走步态中永久性的迟缓，因为脚跟无力）。如果通过两次独立的胫骨延
长，间隔一年完成，则可以安全地达到8厘米。因此，为了获得最大16厘米（6.3英寸）的高度，
首先需要胫骨和股骨手术相隔三周，然后同时延长，每根骨骼各延长4厘米。之后停下来让骨头
全部愈合。一年后再次手术，可以同时切开股骨，胫骨和腓骨，并使用同骨髓钉再次延长每个骨
髓钉内剩余的4厘米。由于4厘米是低度的延长，因此延长的风险也要低得多。这就是为什么该方
法非常安全，并且每次延长的时间也比较短。第一次需要11个星期完成股骨和胫骨4 厘米+ 4厘
米的延长。第二次延长，因为所有的骨髓钉已在骨头里面，所以不需要做两次手术。只通过非常
小的切口可以一次切割所有骨头。这个方法最大的缺点是手术费用较贵。由于这个做法是三个单
独延长手术，总费用高于所有其他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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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PRECICE-STRYDE钉子我需要用多久的拐杖？

我研发了专门用于增高患者的新骨髓针STRYDE，以便在手术后很快完全承受身体重量。由于手术
后的行动不便和疼痛，大部分患者使用拐杖或者助行器两到三个星期。在最初的几周内长距离路
程可以使用轮椅。我们在物理治疗中进行负重测试，一旦患者通过该测试，就可以停止使用拐
杖。在上下楼梯或上下路边的台阶时，我们仍然推荐使用一根手杖。

安全延长的长度是多少，为什么不能更长？

延长的极限是取决于软组织的松紧。延长并发症的风险随着长度的增加而增加。我已经对此进
行了大量研究。增加5厘米算是低风险延长，5-8厘米之间是中等风险，超过8厘米是高风险。例    
如，为了实现增高10厘米，将股骨和胫骨各延长5厘米比将任一个骨头延长10厘米要安全得多。

除了初次手术还有其他意外费用吗？

股骨和胫骨延长的价格包括额外的辅助手术，如股骨延长中的髂胫束带（ITB）释放和肱二头肌
肌腱拉长术。阻断螺丝钉（如果需要用于胫骨延长），以及在胫骨手术中Peroneal神经减压术， 
如果病人选择三周后做股骨手术。这些额外的程序是为了防止并发症。

在首次咨询时，我们会进行四种不同肌肉测试（OBER测试，Pop窝角度测量，以及用于股骨延
长的ELY测试和用于胫骨延长的SILVERSKIOLD测试）以确定髂胫束带筋膜，腿筋和股直肌（
用于股骨延长）和gastro-soleus肌（用于胫骨延长）的松紧度。增高越大，对这些软组织释放的
需求越大。对于大多数5厘米至8厘米之间的延长，我们进行髂胫束释放。对于胫骨延长，根据
SIVERSKIOLD测试（体检）确定，如果跟腱过紧，则可能导致gastro-soleus挛缩，虽然可以进
行Gastro-soleus延长，但可导致脚登力的永久性消弱（脚跟无力）。因此，为避免这种情况发
生，胫骨延长限制最多到5厘米。

如果ITB在手术前就紧，并且没有预防性放松，那么就可能需要更昂贵的手术（在非专业文章 
中，这些被称为紧髂胫带和阔筋膜的鸭屁股畸形，和紧跟腱的芭蕾舞足）。可以在胫骨延长时进
行预防性前室释放。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隔室综合症。这些费用包括在正常延长手术的全部费用 
中。

幸运的是，需要手术的并发症并不常见。大约1％的患者会出现并发症，需要进行计划外的手术
治疗。这会导致修复并发症的额外成本约为30,000美金。因此，即使风险很小，我们建议保留约
30,000美金的储备金。

保险会支付美容增高手术吗？

任何形式的美容整型手术都不在医疗保险范围内。 对于寻求美容身高延长的大部分人来说，成
本是最大的限制因素。保险不仅不支付手术费用，而且如果出现需要额外手术的并发症，保险将
不支付与治疗并发症相关的费用，因为它与未覆盖的整容手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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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在其他国家更便宜和更安全的做这个手术吗？

佩利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安全和最可靠的医疗机构进行这种美容增高手术。费用因国家，诊所，外
科医生和技术而异。医疗器具和设备的成本占大部分的手术费用。外部固定器虽然昂贵，但可以
重复使用。因此，重复使用外部固定器的成本非常低廉。但是使用外固定器，病人通常感觉笨
重，疼痛并且易产生并发症：包括伤口感染，关节僵硬和留有疤痕，这远远不能与使用最新，最
安全几乎没有疤痕和疼痛的技术相比。

许多患者因成本原因选择去价格相对低廉国家和地区去接受治疗，而把自己放在出现意外和永久
性残疾的风险中。我帮助治疗很多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做增高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患者。在过去的
5年里，我手术和治疗过20名美国和外国这样的患者，他们都是在其他较便宜的地方做了增高手
术。重新修复和“拯救”他们肢体的费用与在佩利研究所进行手术的费用一样，甚至更高。这些患
者的最终结果会有所改善，但不能与我们做的肢体延长病人效果相比。由于有些医生觉得这种手
术非常有利可图，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美国滥用。消费者很难辨别去哪里接受治疗。 所
有肢体延长的外科医生或医疗中心都不一样。仅仅因为做这个手术更便宜，它并不意味着患者会
得到理想的结果。我得出的结论是，在很多情况下，您会得到您付出的相同代价。虽然美国的
成本较高，但安全系数也相应较高。最后，PRECISE-STRYDE是最先进，最安全的肢体延长方
法，与其他方法相比，疼痛更少，并发症更少。问问自己，为节省成本而冒着一辈子减少或失去
行动功能，值得吗？

佩利研究所在肢体延长方面的经验如何，临床团队的成员是哪些？

佩利研究所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肢体延长增高诊所。

佩利医生是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外科增高和矫正肢体长度差异的医生。从1986年开始，他已经
完成了20, 000多例肢体延长手术。他拥有各种肢体延长成功的最佳记录。这在安全性方面非常
重要。他的门徒，克鲁格 罗宾斯/ CRAIG ROBBINS医生，在过去的五年中一直与他合作进行肢
体延长，并帮助佩利医生进行几乎所有的增高手术，和所有术后检查。他们一起拥有世界上最多
和最安全的肢体延长增高经验。

其他肢体延长团队包括医师助理，执业护士师和一个护士管理人员。我们的四名医师助理; 
JOHN ROBB，VERA GREAY，ALAN LOESCH和ERICA BOLIEK在帮助进行手术和门诊
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在住院时，我们的两名出色的执业护士师Marcia Haines and Osiris 
Ahuatzin每天协助住院期间病房管理。增高患者通常在医院住三到四个晚上。整个团队由
ANGELIQUE KELLER RN（雨薇）协调管理。ANGELIQUE是一名护士，她会和佩利医生一起
看每个咨询面诊患者。她是帮助病人和协调护理各方面的中心人物，其中包括预约咨询和手术日
期，寻找住房和护理人员，等等。

选择肢体延长外科医生和治疗中心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什么？

第一是安全

第二是经验

第三是可靠

第四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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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增高会导致很多并发症。跟其他整容手术不同，身材延长会导致慢性疼痛和残疾。因此，最
重要的考虑因素不是成本，而是安全。世界上有许多比佩利研究所价格更便宜的肢体延长中心。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佩利研究所一样可以提供高度安全率的增高。在选择去哪里手术时，安
全应该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安全来自经验和有规划的体制。在佩利研究所，我们提供世界上最
有经验的肢体延长团队，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安全记录。我们的专业团队由各方面的专业人士
组成，其中包括：外科手术医生，麻醉师，内科医生，执业护士师，医师助理，护士，物理和职
业治疗师。所有这些专业人士致力于确保患者在肢体延长过程中的顺利和安全， 以到达目标。
团队的可靠性让您无顾虑，您知道每天24小时，每周7天，每年365天，团队在都在为世界各国
的患者提供服务。最后，我们的成功表现在所有患者的良好成果，证明了我们使用方法的可重复
性。

我可以贷款来帮助支付手术费用吗？

我们不提供贷款/融资。您需要自己私下获得，所有手术费用要在手术前全额付清。

手术费包含哪些费用？

1. 住院时间最长为4天。超过4天患者需支付额外费用。 

2. 所有手术室和康复苏醒室的有关费用。 

3. 髓内钉费用：两个Precice-STRYDE延长钉/针。

4. 麻醉师费用。

5. 外科手术医生费用。

6. 手术助理费。

7. 住院费（住院期间如果需要随时有内科医生）。

8. 放射科医师费（包括所有X光片的阅读费用）。

9. 包括所有住院期间的诊断检测费用。

10. 所有X光片子：长达12周（12周后要另外付费）。

11. 所有复诊：每两周一次见医生复诊。包括股骨或者胫骨12周的复诊; 股骨加胫骨一起做手
术的是14周（14周后附加费用）。

12. 车接送服务：如果您入住我们建议的长住酒店之一，往返于诊所/医院（每周5天，早8晚5）
的交通（见下表）。

13. 手术后需要的：轮椅，助行器，拐杖和床边马桶; 在出院前提供给您。

14. 物理治疗（PT）包括：

• 每天（每周5天）在佩利研究所康复中心进行一小时的物理治疗（周末没有PT）; 股骨
和胫骨长达12周（12周后附加费）; 股骨加胫骨同时做手术的长达14周（14周后附加
费）。

• 往返于PT中心到指定的长住酒店的车接送服务。PT在我们研究所里/医院校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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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不包括在手术费用内？

1. 药物（出院后的药物，抗凝剂，补充剂：如钙，骨骼健康药，维生素D，抗炎药物）。

2. 西棕榈滩的住宿。

3. 往返于西棕榈滩。

4. 周末前往医院（虽然酒店班车通常会免费提供：周一到周五 早8点到下午5点）。

5. 西棕榈滩逗留期间的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

6. 娱乐或互联网。

7. 家庭健康助理（护士，护理人员等）。

8. 每天超过一小时的额外PT （物理治疗）。 患者可以购买每天做第二小时PT或泳池疗法。

我什么时候需要付款，是否需要付手术押金才可以保留手术日期？

手术前15个工作日要全额付清，以避免手术日期被取消。付款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或认证过的
支票。如果您想使用信用卡，$10,000之后，则需支付2.5％的附加费。布置手术时间需支付
10,000美元的不退还押金。支付押金方式与付手术费相同。手术日期我们不会在没有押金的情
况下保留超过3天。患者，其家属或法律看护人在不到两个月之前通知取消或更改手术日期将导
致押金遗失。如果在手术日期两个月前更改或取消，押金将全额退还。押金包括在总手术费用
里，（面诊费用和检查费用不包括在手术费用里）除非因为以上原因遗失，否则将记入应付的总
余额。在延迟的情况下取消手术，押金不退还，患者需要重新交押金再布置新的手术时间。

手术后的伤疤是什么样？

我们使用微创方法将延长装置放入骨骼中。在臀部区域切开1至1.5厘米的切口，在大腿侧面切开
4或5个不到1厘米的微细切口。这些伤痕很小，不太明显。大多数看起来与蚊子叮咬一样。胫骨
比股骨切口多。切开腓骨的切口长约2-3厘米，腓神经减压切口大约5厘米长。骨髓钉插入刀口是
1至1.5厘米，其余切口均小于1厘米。

肢体延长有多痛苦？

手术后一个星期左右的疼痛是伤口的痛。我们采用硬膜外麻醉或PCA（患者自控止痛药）治疗
疼痛。我们经常在伤口周围注射长效缓释局部麻醉剂（Exparel）可以持续96小时。这些方法提
供了极好的术后疼痛控制。在患者出院前止痛药转为口服。出院后，所有患者都会有口服止痛药
的处方。术后的前两周，大多数患者仍会感到一些手术后的疼痛。一旦消失，就会感觉舒适很
多。疼痛会出现在物理治疗期间，做伸拉运动和睡觉时。多数人反应在白天不会感觉疼痛。实际
上用机器延长过程通常是无痛的。患者说在延长期间几乎没有疼痛。增高病人都认为这种不适的
感觉（疼痛）是可以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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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做些什么手术前准备？

a) 增加对增高手术的知识： 

(i) 阅读我们提供的所有资料 

(ii) 预定咨询日期，和医生面谈关键问题

(iii) 使用电子邮件询问其它相关事项 

b) 身体方面术前准备：

腿部肌肉拉伸和松弛运动，例如，瑜伽等可能会有所帮助。 

对于股骨/大腿延长： 

1) 髂胫束(大腿外侧肌肉); 左边侧躺，两条腿与身体平衡。弯曲你的右膝盖使小腿向后
90度，然后大腿重复抬起和放下，与左腿保持平衡。此外，你可以做双腿交叉，臀
部伸直。这些都可以拉伸大腿外侧肌肉。

2) 股四头肌，特别是股直肌（弯曲膝盖同时臀部伸直。也可以站立，一条小腿向股部
弯曲，用手同时在把住小腿/脚部，等于一条腿站立）。

3) H绳肌：膝盖伸直，同时弯曲臀部。

 用于胫骨/小腿延长：跟腱：跟腱索; 腿和膝盖伸直，脚尖抬起到最大限度，你可以感觉到
小腿后侧肌肉拉伸）。

c) 戒烟并避免二手吸烟。

d) 至少在手术前一个月，停止所有抗消炎药物，阿司匹林和鱼油补养剂。

e)  如果您因任何原因服用口服避孕药或雌激素/黄体酮，请告诉我们，因为这会增加血栓（
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的风险。如果您希望继续服用这些药物，您将需要在整个延
长阶段使用口服抗凝血剂药：Xarelto。 

f) 经济和社交准备：

 在整个延长阶段，至少三个月时间左右，您要把工作和社交放在一边。您需要停留在西
棕榈滩。具体停留时间将根据您选择的延长策略而有所不同。根据您的职业性质和恢复
情况，有些人完成延长后可以返回工作岗位，而另些人不可能立即返回工作。所以要做
好经济准备，这样您不仅能够支付手术金额，而且也可以有充足费用如果出现手术并发
症。这些并不常见，但如果发生就会很昂贵。

您要做好心理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分心，这样你就可以将全部的精力和力量投入到肢
体延长和康复过程中。

提前来西棕榈滩，安排住处和照顾您的人。如果需要雇用家庭护理人员来帮助您（请参阅
另页谈论有关话题的部分）。安排好充足的工作休假，这样您就不会感到匆促和在一定时
间内必须回到工作岗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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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前我需要进行心理评估吗？

不需要。
在我刚开始的二十一年行医中，我使用心理学家在手术前评估我的所有患者。经过20多年的发
展，我自己也很擅长这项检查。评估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不对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进行肢体延
长手术，并确保患者具有现实的期望和接受此程序所需的全部的适当支持。

我需要在手术前预约咨询吗？

是。 

虽然我们通过电子邮件提供的信息非常有教育意义，但我要亲自见我的所有患者进行评估。这有
助于为您在手术各方面做好一切准备。因为我们发现那些不来咨询的病人通常不了解具体情况，
所以没有做好手术准备，并且在增高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困难。

如果您坚持在手术前一周进行咨询，首先您可能不会做好充足准备。此外，如果您这时改变主
意，由于距离手术时间短暂，您支付的押金将不予退还。您改变延长策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会
尽一切努力配合。手术费不包括：咨询费和立体X光及化验血液检查的费用，您需要单独支付。

在第一次咨询时，佩利医生会进行四种不同肌肉长度测试（Ober测试，膝腘角度测量，股骨延
长的Ely测试和胫骨延长的Silverskiold测试）以确定髂胫束带 -筋膜，腿筋和股直肌（用于股骨
延长）和腓肠肌（用于胫骨延长）的松紧。延长越多，对这种软组织释放的机率越大。对于大多
数5至8厘米之间的延长，髂胫束释放是包括的。对于胫骨延长，如果跟腱过紧，如Siverskiold试
验（面诊体检时）所确定，则可能导致小腿后侧肌肉挛缩。这组肌肉是可以延长，但会导致肌肉
韧力的永久性虚弱。因此，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将胫骨延长的限制为最多5厘米。

咨询涉及什么？

咨询通常是两天时间。从做特殊的立体高清晰X光片子开始，称为EOS扫描。这是一种从头到脚
以双平面方式（正面和侧面同时）对您的整个身体进行低辐射剂量扫描。另一项是化验血液。这
些检查是在咨询前一天下午完成。

在见佩利医生之前，您将与雨薇以及我们的一位医生助理会面。罗宾斯医生也将尽力抽空与您
见面。他们将测量和评估您和您的X光片子，包括对肢体活动范围，肌肉的松紧度，身高，比例
等的体格检查。他们将从EOS扫描中测量您的骨骼比例。胫骨与股骨长度的正常比例为0.80 +/- 
0.02。如果该比率大于0.82，则与股骨相比，您的胫骨相对较长，那么股骨延长是最佳选择，而
如果比率小于0.78，则胫骨延长是最佳选择。这必须通过所需的延长高度来考虑，因为股骨可以
安全延长到8厘米，而胫骨通常只能延长到5厘米。

佩利医生会讨论您的目标并提出最佳的延长策略，讲解我们提供的5个不同延长策略的优点和弱
点。他将帮助您根据您的特定身高增长目标，比例，经济负担水平和时间限度，为您定制增高策
略。佩利医生将详细介绍这些及其他方面的细节，并尝试回答你的所有问题。

在与佩利医生面诊协商后，医生助理或罗宾斯医生将继续回答可能存在的其他问题。然后雨薇可
带您去物理治疗部门参观。我们会尝试向您介绍其他增高的患者如果他们当时在做物理治疗。我
们不能保证这一点，因为患者做物理治疗的时间不见得和您面诊时间相同。我们尊重并保证所有
患者的隐私，因此必须要征得他们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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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在手术前参观佩利研究所吗？

参观我们的研究所是咨询的一部分。

我该如何预约咨询？

请发送电子邮件给 雨薇 （akeller@paleyinstitute.org），她将帮助您查找和布置咨询日期。

我该如何预约手术日期？

请发送电子邮件给 雨薇 （akeller@paleyinstitute.org），她将帮助您查找和布置手术日期。

为了确保手术日期，您必须通过信用卡或电汇支付押金，如前一节所述。

如何保护我的咨询和手术隐私？

在佩利研究所，我们符合美国HIPAA标准。不通过病人授权我们不会也不能向任何人提供您的姓
名或医疗信息。唯一的例外是如果病人未满18岁，我们要与其父母或监护人传达信息。如果年满
18岁，我们甚至无法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与病人的父母，子女或其他重要人物透露任何信息。

我需要在手术前一天来吗？

您需要来我们诊所做手术前检查和签手术协议。您将与麻醉师预约检查，讨论您的手术前麻醉和
术后缓解疼痛方法。术前护士会提供手术前具体信息，例如：午夜后不应该吃喝东西，提前达到
手术地点等等。您应该按时到达圣玛丽医院901 45th St. Kimmel大楼的术前等候区域。

需要住几天医院？

住院通常是3到4晚。如果您年满18岁，会在圣玛丽医院成人区Waters 3 Pavilion最新更新病房一个美
丽的私人房间。如果您未满18岁，您在圣玛丽医院的儿童区三楼新装修的儿童外科私人病房。

住院期间会发生什么？

手术后，您将被带到术后恢复室，观察一两个小时左右然后送您到病房。您将接受含铁的点滴，
用于帮助补充血液和防止输血。如果您有家人或朋友在等待室，我们的协调人员会与家属在手术
过程中提供信息， 并且在手术后，安排佩利医生告知家属手术情况。然后，我们将家人或朋友
带入术后恢复室（PACU）与患者见面。您将有一个静脉输液管。有些人会有导尿管（如果使用  
硬膜外导管，导尿管将保留在原位，直到硬膜外导管被移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使用硬
膜外麻醉。在医院期间，你将开始使用血液稀释药(阿司匹林)，以防止血液凝块。护士将确保您
的休息的姿势舒适，以防止压疮。我们会检查您的身体含血量， 即使你的红血球下降，也很少
有需要输血的案例。每天我们的职业护理医师都会来检查您。您还将看到手术团队的其他成员以
及佩利和/或罗宾斯医生。硬膜外麻醉药或患者自控麻醉药通常在两天后停药。每天都会有物理
治疗师教您走动，使您变得更加独立。您将学习如何从床上移动到轮椅和床边马桶等等技能。一
旦您能够移动，护士提供出院后信息，您就可以出院

我需要输血吗？

手术后极少病人需要输血。术后每个病人都有静脉注射铁以更快地增加血液水平。很少有患者在
手术前需要输血。自动捐赠是一种选择，但不是必需的。如果需要，我们使用血库中的血液。血
液流失不仅发生在手术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在手术后几天。如果需要，输血几乎总是在手术后一
两天发生。这样的风险微乎其微。不到10％的患者需要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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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院的时候会带着轮椅，助行器或着拐杖走吗？

是的。我们会给您一个轮椅和一个助行器带着走。医院里负责安排出院的人员将为您安排所有这
些。我们的住院物理治疗师会教您如何从床上转移到椅子和厕所。您将很快的从使用助行器转换
到用双拐行走。新的骨髓内钉PS，您可以立即承受身体重量（如果不超过200磅）。但由于疼
痛，您可能不会用双腿承受所有的重量。在头两三个星期左右，您将会使用手臂力量用助行器或
双拐帮助行走。

出院后我会服用什么药物？

血液稀释剂 —可防止血液凝集：由于您使用PS骨髓内钉允许完全负重行走，每天只需要服用81 
毫克阿司匹林来预防。如果您服用避孕药并且不想停药或者您有其他已知的危险因素，那么您将
需要每天服用10 毫克 Xarelto（每月药费约$313.99美元）。对于P2.2患者全部要使用Xarelto。

止痛药—（根据需要）：Percocet 5/325 #90 粒7天的数量（约$60.00 美元）。我们在延长期间
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开不同调整止痛药量。由于止痛类药物成分危机，新法律规定您必须与我
们的医生或执业护士预约才可以开新处方。

肌肉松弛药

维生素D

抗炎药物（很少有人需要）。

出院后我可以在哪里居住？

有几个选择：

1)  最常见的住宿地点是我们位于45街的长住酒店。在医院西部和佩利研究所只有几英里的
同一条街。这些酒店的住宿费用因季节和供应情况而异。旺季是冬季，淡季是夏季。请
尽早联系他们预订房间，特别是在旺季。可以要求佩利的特殊折扣价格。

（以下的酒店会提供，酒店和佩利诊所/医院之间免费车接送服务）

Homewood Suites By Hilton (希尔顿惠庭套房酒店) – 561-682-9188 

Residence Inn By Marriott (万豪居家酒店) – 561-687-4747

Springhill Suites By Marriott (万豪春丘套房酒店) – 561-689-6814

(机场，不提供车服务)

Doubletree By Hilton (希尔顿逸林酒店) – 561-689-6888

2)  租住公寓或者房屋。 

3)  住另外一个酒店

是否有往返医院的交通工具？

在上面列出的长住酒店，有可带轮椅的车辆免费接送您往返酒店。  
（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 至下午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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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在西棕榈滩停留多久？

您需要停留到延长结束为止。我们从手术后第7天开始延长。股骨（大腿）每天延长1毫米，例
如：80毫米= 80天。在加上术后不延长的7天= 87天（约12周）。大腿延长8厘米需要12周左右
的时间。大腿和小腿每天延长的速度不同。胫骨（小腿）每天延长为0.75毫米，5厘米=70天在
加上7天总共需要77天左右， 大概总共11周。

我需要人帮助来照顾吗？

是的，手术后的两到三周您需要有人照顾。您可以带人一起来，或者在这里雇用家庭护理人员。
我们可以帮您介绍提供其服务的公司。其费用约18美元/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您需要照顾的
时间会相对减少。您需要把这个费用预算进来。每个人在出院后的前两周都需要帮助，每天约
16小时左右的照顾，每小时18美元左右（两周的费用可高达约4000美元）。

延长时允许承受多少重量？

使用Precice-STRYDE/PS（最新型髓内钉），这意味着您可以用您自身能够承受的重量，开始全负重
走路，但要使用拐杖和助行器来保持平稳。我们的物理治疗师会进行特殊的单腿站立测试。这个
测试让您一条腿踏上体重器，如果您能做到这一点，它会显示您的平衡力恢复，和单腿站立的负
荷承受力，因为这个动作承受的力量高于您的体重。如果负载重量仍在您髓内钉直径的承受强度
限制范围内，您可以走路不用拐杖。您需要使用一根手杖上下楼梯，和上下路边台阶。如果患者
超过了与PS髓内钉直径相关的一定重量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是可以完全承受全部身体重量
走路，但需要带一个或两个拐杖行走。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如果您用Precice-STRYDE新髓内钉，请忽略下一节： 

对于P2.2使用者：在延长过程中，断骨处两头端由植入钉保持分开。该钉通过两端的螺钉固定
到骨头上。钉的直径范围为8.5-10.7-12.5 毫米。螺丝直径范围4-5毫米。如果反复加重，任何植
入物的螺钉都会弯曲或折断。无论什么品牌或设计都无法防止。患者越重，这种风险就越大。可
植入的髓内延长钉都是如此，不管它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厂家和医生如何解释。当我们在X光
片子上看到骨骼完全桥接时，才会允许双腿负担全部重量。此时，新的骨骼已在承受重量压力并
起保护髓内钉作用。在延长期间，我们允许在使用拐杖或助行器并使用手臂支撑以减轻腿部重量
下，腿部负重。腿部可以承受的重量数取决于几个因素：患者体重，髓内钉直径和延长的骨骼。
最大直径Precice2, 12.5毫米我们允许每条腿承重能力高达50磅（23公斤）。这意味着当患者使
用双拐站在两条腿上时，它们最多可以达到100磅（46公斤）。当走路和转移体重从一条腿到另
一条腿时，病人必须使用两个拐杖使每个腿在行走时承受的重量在50磅（23公斤）以下. 在延长
阶段，患者绝不能使用一个拐杖走路无论身体多重。在骨骼修复阶段，使用相同的规则，直到医
生认可后才能增加承受重量。要知道可承重多少，患者可以站在秤上称，逐渐加到所需的数量（
例如50磅）。对于较小直径的髓内钉，10.7毫米和8.5毫米，每条腿要不超过25磅（11公斤）的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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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开车吗？

增高患者在白天短距离情况下，一旦不服用带有麻醉药的止痛药就可以开车。当然他们必须需要
能够自己进出汽车。我们再次建议进出汽车时要使用一根手杖。

我多久会接受一次物理治疗（PT）？

在整个延长阶段每天一个小时，周一到周五。（如果需要每周6天，额外付费每次225美元，您
可以提前和PT部门预约）。

在骨质恢复阶段，患者需要继续做物理治疗，但不用每天都做（每周2-3天即可）。患者通常可
以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做，因为这个时候大多数患者已经离开西棕榈滩回家。如果您有计划在当地
逗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安排您在我们的中心接受物理治疗。这个额外费用是和上面的相
同，可以每周支付。

在整个延长和骨质恢复阶段，患者都必需要每日在家里按照物理治疗师的指导自己做2-3次物理
治疗锻炼。

谁来做延长和在哪里做？

患者自己或其助手在居住地延长。延长以0.25毫米每次，股骨/大腿每天4次 （1毫米/天），胫骨/
小腿每天3次（0.75毫米/天）。如果股骨和胫骨同时延长，两个骨骼每天仅延长3次。延长是使用
一种特殊设备完成，这仪器称为ERC（外部远程控制/延长器）。我们的骨科技术师会发给每位患
者一个延长机器，并且训练如何使用。每部延长机器必须在延长结束时退还给领取的地方以避免
被Ellipse厂家收该设备的技术费（$10,000美元的成本）。只要退回设备就不收费。

我多久要看一次医生或医生助理？

每两周看一次。

我什么时候会做X光检查？

每两周在复诊时，每根延长的骨骼都要照X光片，看医生之前。  

当我完成了延长后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立即可以回家。

回家后怎样继续？

每月向佩利医生电子邮件发送X光片。最好的方法是将其用邮件方式发送到dpaley@paleyinstitute.
org。如果您不清楚如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X光片，请将光盘邮寄到我们诊所，地址：

Paley Institute, Kimmel Building, 901 45th St. West Palm Beach, Florida 33407

我什么时候可以双腿全负重不在使用拐杖或助行器？

对于PS新骨髓钉，手术后几周就可以。对于P2.2：在审查X光片后，佩利医生告诉您骨骼恢复情况
以及是否可以完全承受全部重量。一般在延长结束一两个月之后。大多数患者在股骨长度增加5
厘米一个月后，和胫骨延长5厘米两个月后，可以恢复到完全负重。大多数患者股骨/大腿延长8
厘米后两个月可以恢复到完全负重。



21

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正常体育运动？

PS和P2.2患者，必须在恢复关节正常活动范围和肌肉力量后才可以做强烈运动。如果您努力坚
持锻炼，最早术后六个月可返回运动场。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恢复情况进行指导。大多数患者在
停止使用拐棍后一个月可以开始初步运动。他们在开始可以跑步后的一个月,即可返回到其他运
动项目。

使用髓内钉进行内部延长股骨（大腿）和胫骨（小腿）的结果是什么？

我已经进行了17年的植入式股骨延长术，并使用了Albizzia（1996年至2000年），ISKD（2001-
2010），Precice1.0（2011-2013）Precice 2.0（2013年），Precice 2.1（2014年），和 
Precice 2.2 （2015年至今）。我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使用ISKD（超过300 例）和Precice（超过
900例）的经验。到目前为止，我的所有患者都达到了治疗目标，并完全恢复正常行动，包括运
动在内。有关公布结果的文章可根据要求提供，已经发布的在网站上也可以查到。我是第一个使
用Precice /STYRDE （PS）髓内钉的骨科医生。第一个病例是2018年5月植入的。

髓内钉一定要取出来吗？

是的。所有这些植入的髓内钉都应该被移除。不需要紧急的取出它们，但建议在插入后一到两年
左右将它们移除。取除髓内钉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是由金属制成的，长期留滞会产生金属离子散
发。髓内钉里含有罕见的地质磁铁，它与身体隔离是通过被密封在一个防水隔离设置。多年后，
这种密封可能会泄漏，地质磁铁会渗透在身体的液体中。因此，应选在此之前取出。还有一个原
因，骨髓内钉在身体里，不能进行磁共振成像扫描（MRI）检查。由于您永远不知道何时会需要
MRI这种检查，因此最好将其取出，以免日后出现问题。

移除髓内钉的费用是多少？

取髓内钉费用是独立的，不包括在延长手术费中。双侧股骨（大腿）的移除费用为$18,000美
元，双侧胫骨（小腿）移除费用为$22,500美元（包括胫骨腓骨螺钉和阻塞螺钉），同时双侧股
骨和胫骨（大小腿一起）移除费用为$28,000美元。如果将取髓内钉与另一段延长手术相结合，
则可以降低成本。

我多久可以再延长一次（例如两个胫骨）？

如果您选择进行第二次延长，建议间隔6到12个月。股骨和胫骨延长部分可以重叠，具体方法需
要与佩利医生进一步讨论决定。

可能发生的主要风险和潜在并发症有哪些？

在治疗过程中，人们都不希望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如并发症导致手术，不但会增加费用而且增加
痛苦。由于这些原因，我对于肢体延长过程持有保守态度。我用预防方式，在问题出现前及时解
决，来避免并发症发生。下面是一些潜在的并发症：

脂肪栓塞

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并发症，可以通过在骨髓管的扩孔（钻孔）来防止。我的方法是在与截骨之
前与其相同高度钻孔，使其减少气压。随着压力在骨管道中积聚，使其从钻孔中流出，防止脂
肪栓塞。如有脂肪栓塞，需要留在重症监护室（ICU），因为可能导致患者病重甚至死亡。自从
2011年开始使用Precice髓内钉以来，我只有五次发现脂肪栓塞病例。而所有病例，只需要通过
带氧气面罩一天左右时间症状自然消失。没有患者需要去重症监护室 ，更加没有死亡或任何严
重的脂肪栓塞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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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静脉血栓（DVT）和肺栓塞（PE）

DVT可在任何整形外科手术或骨折后发生。幸运的是，这个发生的比率在我们诊所是非常低。因
为我们以预防为主，使用抗凝血剂。手术后每位患者出院前都有抗凝药物的处方，如果需要，可
以使用到延长阶段结束。我只见过极少数DVT病例，而且它们都没有导致肺栓塞（PE）。只有
凝块脱落并循环到肺部，才会导致肺栓塞。其症状是：导致呼吸急促，胸痛甚至死亡。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注重预防这一点的原因。服用口服避孕药和吸烟会增加导致DVT的风险。我们所有患者
手术后都使用抗凝血剂。阿司匹林是用于PS（新髓内针）患者服用，Xaralto是给P2.2（旧髓内
针）的患者或高风险患者使用。

骨骼过早愈合 （PC）

在这种并发症中，患者骨桥之间过早连接，阻止进一步延长。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延长阶段
中。其原因是患者骨骼生长比骨骼延长的速度更快。防止这种情况的唯一方法是在一两个星期内
有意加速延长。我们使用的PRECICE髓内针，医生可以控制其速度。如果发生骨骼过早愈合，则需
要进行小型门诊手术，以通过微小切口重新破坏骨骼。这种并发症的发生率约为1％。

骨骼愈合延迟或骨不愈合

任何延长手术都可能导致骨愈合缓慢或骨不愈合。最好的治疗方法是预防。我们在手术前检查可
能减缓愈合的因素：身体维生素D 含量低，吸烟，包括二手吸烟，使用消炎药，抗惊厥药物使
用，更年期，和其他药物使用（例如acutane 治疗粉刺的药物）。我们还建议帮助骨愈合更快的
健康药品（Silical，Silical2和Boost）。为防止其发生，我们在手术前诊断这些因素，如果患者
的血液检查显示维生素D含量低，我们会推荐补充维生素D的药品。

自2011年我们开始使用Precice髓内针以来，没有一位患者需要手术治疗延迟或骨不合并。所有
患者均通过非手术方法成功治疗，包括Zolidronic（唑来膦酸）输液，甲状旁腺激素（Forteo 特
立帕肽药类），维生素D和其他补充剂和Exogen外源性刺激骨头生长机器。如果尽管采取了上
述所有步骤，仍然发生延迟愈合，我们开始使用 “手风琴” 技术。应用ERC（延长机器），把骨
骼每天压缩1毫米，然后再分开1毫米。这个循环每天重复几次来刺激骨骼愈合，避免手术。

如果需要手术，我们知道如何通过手术治疗骨骼愈合。早期使用ISKD技术时，常有骨愈合失
败。正因如此，我们现在非常精通使用骨和骨髓移植来促使骨骼愈合。希望在使用Precice或
STRYDE新髓内针后，这种并发症不会在出现了。如果发生，我们有丰富经验治疗处理。 

神经受伤

任何延长手术都可能发生神经损伤，但如果每天延长不超过1毫米，还有不超过指定的延长限
度，则不常见。延长速率控制是最重要的预防神经损伤的因素。提早识别神经受伤症状很重要。
情况发生后，应该停止或减慢延长。如果出现任何影响行动症状（肌肉无力或瘫痪），应尽快进
行神经减压。这是一个小型门诊手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腓神经出现问题。重要的是医生知道
如何减压神经以防止脚下垂。延迟神经减压可导致永久性足下垂和无法正常行走。凭借Precice
和STRYDE新髓内针的特殊延长速率控制，神经损伤非常罕见。如果有刺激神经的感觉，可以
使用Neurontin或Lyrica等口服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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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挛缩

在延长阶段，肌肉通常会越来越紧。当肌肉太紧时，则会导致关节在运动范围内无法移动而产
生肌肉挛缩。为了防止肌肉挛缩，物理治疗（PT）是必不可少的。患者应该每天做物理治疗运
动，尤其是在一些肌肉和关节部位有发生其危险的地方（例如膝关节和股四头肌在股骨延长中，
踝关节和跟腱在胫骨延长中）。除了在我们诊所做PT，患者应该自己每天在家里做几次物理治
疗运动。PT对于延长过程至关重要。然而它很昂贵，如果患者不愿意做PT，我不会考虑给做增
高手术。这不是降低成本的最佳选择。使用Precice髓内针有可以控制延长速度的特殊功能，会
降低肌肉挛缩和其风险。Precice髓内针不能代替对PT的需求。在延长期间内，保持关节在正常
运动范围和防止肌肉挛缩非常重要，会减少康复时间和早日恢复正常功能。膝盖或踝关节的固定
性挛缩可导致残疾，并需要更长时间的PT和更多的相关费用。如果额外的PT也无法解决挛缩，
则需要额外的手术来延长肌肉，肌腱和筋膜。我会预防性地用放松方法延长些软组织结构以防止
挛缩（例如放松ITband/髂胫束）。这在初次手术时完成，则额外费用很小。如果手术后再需要
进行软组织放松延长手术，则费用要高得多，因为还需要支付医院费用。

腓骨并发症

小腿有两根骨头。 随着胫骨（小腿粗的那根骨头）延长，腓骨（小腿细的骨头）也必须延长。
髓内针只能植入胫骨来延长，腓骨必须固定在胫骨上，以便与胫骨一起延长。如果腓骨没有固定
或没有充分固定，它将不会像胫骨那样延长，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包括半脱位和踝关节炎以及膝
关节屈曲挛缩。固定方法至关重要。许多外科医生只将腓骨下端固定在胫骨上。这会导致腓骨过
早地恢复固定，并从胫骨上端下拉导致脱位。重要的是在两端固定腓骨。通过外固定，腓骨可以
用外固定器的导线固定。髓内针植入式延长，腓骨必须用螺钉固定在胫骨上：一个螺钉在上端，
一个螺钉在下端。螺钉的角度，位置，直径和类型都很重要。最常见的错误是将螺钉平放在两块
骨头之间。这不足以阻止腓骨在脚踝处远离胫骨。这是非常微妙的，甚至踝部腓骨长度的几毫米
差异，可能导致患者的短期和/或长期不良后果。去除一段腓骨以防止腓骨不分离的常用方法是
不应该采用的。它导致腓骨不愈合，而且进一步导致胫骨后期的用力性骨折。此外，它通常不会
阻止腓骨从胫骨拉开。因此，腓骨并发症与可植入的延长装置的类型无关，而是与手术医生选择
将腓骨固定到胫骨的方法和切割腓骨的手法有重大关联。

腿部轴向偏差

腿部轴向偏差或延长继发的畸形并不是一个罕见的问题。通常可以预防。使用股骨转子内针管更
容易发生内翻畸形。出于这个原因，我更喜欢使用梨状肌入口钉。在股骨近端延长，如果在骨钉
紧固的地方进行截骨术，则内翻角度的可能性不大。如果需要更近端的股骨截骨术，内侧使用阻
塞螺钉可以防止内翻偏离。

轴向偏差是胫骨中更常见的问题。胫骨倾向于延长到外翻和向后弯曲。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应将
髓内针插入正确的起始点，该起始点非常高，在侧面上的胫骨上尽可能向后，并且在中间正面对
着膝盖。例如髓内针与切骨术上方的外侧皮质之间有间隙，则应在该空间内插入阻塞螺钉。如果
髓内针在它和后皮质之间有空间，则在那里插入另一个阻塞螺钉。我设计了STRYDE钉，以阻
止轴向偏差，应用第三个近端锁定螺钉（P2.2只有两个）。如果遵循所有这些预防措施，则在
延长期间不会出现弯曲或外翻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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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内植入式肢体延长装置的历史观点：

自1986年以来，我一直在进行肢体延长手术。这种手术主要适应两个方面：肢体长度差异
（LLD）的均衡和身材矮小的人增高延长。自1986年以来，我进行了超过20, 000次肢体延长
手术。远远超过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外科医生。这些手术大多数是针对肢体有差异的患者
（LLD）。超过1500人是关于身材矮小侏儒症和美容整形增高原因。。

佩利医生的美容整形增高历史如下：

佩利医生于1987年开始使用伊利扎偌夫（Ilizarov）方法延长两胫骨，并且很快转换为他于1990
年创造的外用针管式延长方法，并于1997年发表有关文章。虽然结果非常好，但是伤疤，疼
痛，痛苦，并且针位感染不利于美容整形手术。他寻求一种完全可植入的延长解决方案。当
Guichet和Grammont发明的Albizzia股骨钉可使用时，他与那家法国公司合作，开发了一种胫骨
Albizzia用于肢体延长。他于1996年开始使用股骨和胫骨Albizzia骨钉。患者因大腿15°旋转到骨
折中所经历的严重疼痛，以及几次骨钉出现问题，导致他停止使用这种没有经过美国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 （FDA）批准的装置。该设备仍在欧洲以Guichet nail和Betz-Bone的名称使用。虽然他
们在小程度上进行了修改，但它仍然是佩利医生在1990年代放弃的原始Albizzia骨钉。现在有更
好的设备，这种落后的设备应该放弃使用。

2001年，由Dean Cole医生开发的ISKD获得FDA批准并由Orthofix销售，佩利医生是科尔医生后
使用这种装置的第一位外科手术医生。虽然他做了超过350个ISKD植入式肢体延长，比世界上
任何医生做的都要多，但是这种装置缺乏速率控制而导致许多并发症。在延长阶段中，ISKD要
么加长太快，要么没有延长。所以这个装置还不是一个很适合肢体延长的设备。这导致增加治
疗并发症的手术数量。同时也是意味着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尽管如此，佩利医生的几乎所有
用ISKD的患者最终结果都非常成功。ISKD，Albizzia和Fitbone都是同时代设备。它们都可以被
认为是第一代加长钉，都出现过严重的器械故障和其他问题。Albizzia和ISKD有增长速度控制问
题，并且这三个设备出现问题后都不可以倒转回缩。

市场上第二代的第一款设备是Precice。2011年12月1日，佩利医生在美国植入了前3个Precice
髓内针。到2013年11月，当他帮助开发P2的改进模型发布时，他已经做了超过155个P1案例。
目前，他已经使用Precice髓内针做了900多个肢体延长手术（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外科医生都多）
。这些病例包括进行股骨（大腿），胫骨（小腿）和肱骨（上臂）延长术。该设备的结果非常
出色。其最严重的缺点是P1髓内针或其延长机器的破损，而P2和P2. 1发生的程度要小得多。目
前P2.2没有任何破损，这也是佩利医生合作设计的。佩利医生是第一个发现P1的问题和弱点的
人，并与Ellipse 科技公司一起开始重新设计髓内针。第一个改进的设备是P2，在髓内针外层的
强硬度提高了4倍，体制提高了3倍。P2于2013年11月推出，佩利医生再次成为第一个使用这种
改进设备的人。这个改进的设备消除了机械故障的问题并明显减少了破损。佩利医生随后认识到
P2中的一个小问题，钉子的伸缩部分连接在一起的垫圈破碎。这导致了进一步的设计改革以及
2014年12月的P2.1和2015年5月的P2. 2的出现。从那时起，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破损。

Ellipse公司于2015年被Nuvasive公司收购，创建了Nuvasive Specialized Orthopedics（NSO）
公司并且支持和开发Precice髓内针。NSO继续配合佩利医生和Ellipse之间已经开展的项目; 创造
一个可以完全承受重量的髓内针，以允许肢体延长患者可以不用拐杖走路。这个项目是通过加厚
现有的Precice髓内针开始的。然后开发出一种钴铬材料的钉，后来被不锈钢髓内针代替。经过4
年的研究，Precice-STRYDE（PS）于2018年5月诞生，并由佩利医生首次使用在美容整形肢体
增高方面。



患者感言 
2018年8月15日

选择增高手术医生
今天是我手术后的第一天没有使用拐棍，拐杖或任何助行器去上班。我可以用大约一半的正常速
度行走，虽然臀部稍有些摇摆，但我的步态每天都越来越好。我的胫骨手术已经过了5个月，股
骨手术4个月零一个星期。我必须承认，我30多岁了，应该每天多做些物理治疗，但我恢复得很
好。我认为我的成功恢复是归功于我的外科手术医生，佩利博士。所以我想写一篇关于我如何选
择他作为我的增高医生的过程。

当您决定做增高手术后，下一步是选择医院和医生。需要的费用和安全应该是最关键的问题，其
次是医生的地理位置。

与大多数其他服务一样，在手术方面，您付出的费用和您所得的是成正比的。最昂贵的医生，有
最好的声誉和丰富的经验。通常还有充分的理由， 例如：患者手术后效果良好，出色的安全记
录，以及具有庞大数量的治疗案例。影响总体成本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国家，例如美国，西欧和
韩国的生活成本比东欧，印度或中国贵2-3倍。

我的建议是首先考虑您的安全，然后考虑成本，最后是地理位置。为节省，您可能面对导致并
发症，严重影响行动功能，度过余生。这种风险值得吗？您愿意选择在余生有机会可以赚回
60,000美元的差额，还是选择不断应付并发症以及残疾的危险。此外，有些手术方法比其他手
术方法便宜，但是需要更多时间来恢复。根据您的情况，时间可能就是金钱。

至于选择地理位置，你可以考虑是选择去度假的地方。语言可能会是问题，但即便美国人去俄罗
斯仍然可以交流。

一旦确定了消费承受力（最低或最高），下一步就是选择最安全的医生。在医学中减少风险的基
本原则是：有经验的医生，病发症率少。对于经验丰富且非常专业的骨科医生来说，安全性最
高。理想的骨科医生应该是专业的肢体延长医生，并且有长期的手术经验和良好的手术案例记
录。

在美国，佩利医生符合所有这些标准。他的维基百科页面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学历，证书和凭
证列表---自1980年以来进行骨科手术，作为长达14年骨科教授，同时是肢体延长中心的联合创
始人。佩利医生发表过许多专业书籍和教学研究文章（在PubMed 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生命科
学主题数据库里），以及第一位外科医生使用最新技术产品髓内钉NuVasive（PRECICE，2018
年，STRYDE）。

为了更安全，我搜索美容增高论坛以获得实际的患者体验。很少有增高患者有时间记录并且分享
他们的日记，但在佩利医生的病人中，他们都对自己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没有不可医治的并发
症。因为我的目标是大小腿4个骨头一起延长，所以我读的患者经历是和我最接近的。那些患者
都恢复良好并且没有并发症。

如果您不能去佩利医生那里做手术，还有其他有信誉的增高医生可以帮助您，但您一定要做自己
的调查研究。在美国之外的医疗安全信息可能很难查找。有些肢体延长论坛可以提供帮助，但是
要自己考虑和核查信息的精确性。不幸的是，众所周知一些医生们，以付费用给病人，来帮助他
们做正面宣传。有些医生并发症发生率非常高，尽管他们的价格也是在高价位经济体中。有时有
成功案例，但也令人担忧。还有其他医生只按照患者对身高的渴望，允许患者做不安全的增高长
度或增高速度太快，而导致不良后果。

一般来说，关于医生的公开信息越少，您就越需要谨慎。延长设备也是一样，其他延长产品有很
少或几乎没有相关信息和资料。而PRECISE有很多关于其有效性的研究和资料，并且是经过美
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产品。

请慎重，做你自己的调查研究，并且一定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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