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待疫情过后，山河无恙，世间皆安！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迎来了第十届全国微创医学美容大会，

值此十周年之际，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山城重庆。走过北上广，历经十载春夏秋冬，微创大会已发展

成为行业医美大会的风向标，十大分会不忘“学术办会”之初心，秉承着让医学美容回归医学本质

之宗旨，将继续整合行业资源，聚焦学术传承，共同探讨大家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本次会议将继续由十大分会联合主办，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医美领域的新技术、新理念

和新进展。学术的创新性与国际化是协会一直践行的方向，作为世界抗衰老大会 (AMWC) 会前的

“Science of Aging”国际专题会议，将首次来到亚洲，牵手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十大分会，于 2021

年 9 月 3 日下午隆重举行。会议采用线下结合全球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进行。届时，将汇聚来自全

球整形外科、皮肤、分子遗传学领域的顶级科学家，以及全球 AI 人工智能、健康管理和生物科技头

部公司 CEO，分享从细胞衰老、社会学影响到最新设备在衰老中应用的热点话题。此次国内专家也

会在会上分享他们令人振奋的科学创新研究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火红的九月，火辣的山城，2021 年 9 月 3-5 日，正值微创医学美容大会创办 10 周年之际，我们“重”

新启程，“庆”幸相遇，相约共享十周年学术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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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眼、鼻整形技术实践与进展

I . 面部年轻化治疗路径总结与探讨

J. 现代技术在皮肤美容中的应用及进展

K. 内窥镜在整形美容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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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专题

征文分类 征文要求

会议信息 秘书处联系方式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联系人：刘朝星、黄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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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预览

注射美容专场

肉毒素注射的相关问题

健康快乐的面部表情——如何用毒素来达到这一效果

肉毒杆菌毒素和面部慢性皮肤病

下面部轮廓的塑形：肉毒素、填充剂和设备的联合应用

关于疼痛和抑郁：肉毒素的越界治疗 

微滴注射——肉毒毒素治疗的新黑点？

肉毒素治疗的创新方法

肉毒素的对于面部轮廓的治疗

利用注射提升的探讨

玻尿酸的提升效果

韧带提升技术

肉毒素的提升介绍（通过放松来提升 : 眉间、前额、眼皮、下巴）

为什么“提升”填充已成为我们最大的骗局

解剖 - 安全 - 高效使用注射剂

以解剖为基础的注射安全性评估

安全注射的区域和技术

对于更安全、更精确的东西——锐针还是钝针 ?

脂肪医学专场

精确形体雕塑新进展

面部脂肪移植

国内外面部脂肪移植新技术新进展

改善面部轮廓技术与美学概念

面部脂肪移植相关解剖研究

面部脂肪移植“一次成功率”经验与体会

大剂量自体脂肪隆胸

提高移植脂肪存活率的操作要点及临床应用体会

脂肪移植与假体隆胸的适应症选择、手术效果分析

一次最大脂肪移植量的判断方法与标准

脂肪移植矫正假体包膜挛缩、外形显露、手感欠佳等临床应用



大剂量脂肪移植隆臀术

相关臀部解剖研究与应用

脂肪注射方法改进：包括入路选择、注射层次

相关再生整形外科医学

纳米脂肪及脂肪“胶”在面部年轻化中的应用

脂肪干细胞、PRP、PRF 等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展望

脱细胞活性因子及蛋衍生物的研究与应用

吸脂溶脂临床操作

精准吸脂在小蛮腰、马甲线等形体雕塑中的应用

激光吸脂迷你吸脂在双下巴及面部塑形中的应用

非手术减脂术：溶脂剂注射及冷冻、激光溶脂等

并发症的防治

脂肪移植隆胸的并发症及其防治

面部脂肪移植常见并发症案例分析

脂肪栓塞医疗意外的预防措施、抢救方案及其它危机处置

新材料与新技术专场

玻尿酸结构特点、适应证细化与临床应用进展

肉毒素种类、生产技术改进与临床应用进展

聚左旋乳酸、琼脂糖凝胶等注射填充物的原理和应用

溶脂针种类、原理与应用进展

美容线材的研发、生产技术改进与临床效果分析

光电美容技术研究进展与临床最新应用

注射美容产品联合应用的原理、应用效果分析与进展

美容敷料与耗材临床应用进展

美容器械临床试验的法规解析与经验分享

乳房整形专场

IMF 隆乳术现状及进展

疑难病例讨论

复杂条件假体隆胸

假体隆胸 + 或自体脂肪隆胸术后难治并发症

乳房肥大术后外形不良修复

复杂条件乳房再造

假体、自体脂肪隆胸

复合隆胸的现状和将来

假体隆胸的设计细节探讨

乳房的精细解剖学研究

假体隆胸并发症的防治

内窥镜隆胸的技术细节探讨

乳房下垂、肥大整形

乳房下垂手术方法的国内外现状及进展

乳房肥大手术方法的优缺点分析

乳房肥大整形术后并发症的防治

乳房再造

乳房再造术式的发展现状

乳癌术后乳房再造要点分析

乳头乳晕再造

乳头乳晕整形

如何避免乳晕缩小术后的明显瘢痕

如何避免乳头凹陷术后复发



眼整形美容专场

重睑术与内眦赘皮矫正术相关解剖、进展与手术经验

特殊类型重睑术（视频）

重睑术后修复的适应证、原则与手术经验

上睑下垂治疗新进展，不同术式上睑下垂修复的优缺点

上睑下垂术后修复方法

下眼袋与眶隔重置以及面部年轻化相关解剖与技术新进展

眼袋术后相关并发症的手术修复原则与技术

眼睑缺损及眶周相关畸形的整形外科治疗

眼整形相关并发症的原因分析、预防及治疗 

眉部相关美学与美容外科手术

鼻整形美容专场

中国鼻整形美容的发展回顾与展望

严重挛缩鼻的支架重建及随访效果

东西方鼻整形差异（美学，解剖，手术方式选择及效果）

3D 设计及测量在面部及鼻整形中的应用

单侧唇裂鼻畸形修复

自体肋软骨在鼻整形修复与重建中的应用

歪鼻治疗的手术解剖学分析 

四种鼻翼缘退缩矫正技术的选择运用

2021 年鼻整形发展趋势：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国内两场中美鼻高峰论坛后的思考？

疫情后的鼻整形市场分析及对策论坛

皮肤美容专场

光电治疗诱发黄褐斑的治疗策略

黄褐斑的维持治疗方案选择

痤疮规范化治疗

皮肤瘢痕的综合治疗

皮肤肿瘤的皮外科特色治疗

玫瑰痤疮与面部皮肤敏感的治疗选择

白癜风规范化治疗

非手术疗法身体美塑健康管理

毛发疾病诊断与治疗进展

皮肤血管畸形与血管瘤

眼周皮肤美容新技术

皮肤健康管理

医学护肤品疗效评价

真皮美塑循证医学探讨

光动力治疗在皮肤治疗的应用

化学换肤治疗应用与进展

面部年轻化专场

面部年轻化新技术、新产品与新设备应用现状与进展

面部美学评估与设计

面部老化的解剖改变与年轻化治疗方案探讨

中国人群中面部年轻化治疗专家共识

眶周老化的脂肪移植

皮肤老化的检测分析与光电治疗的优化策略

面部分层注射的提升塑形与精微塑颜

不同线材面部提升的应用评价及并发症防治

美塑疗法面部应用的要点与难点

面部提升与除皱的内窥镜技术应用

激光美容专场

激光美容的创新与进展

呈现激光美容医学的方方面面

光电技术角度的创新技术原理与应用

激光医学与美容相关基础与临床：实验室新发现、新兴激光技术理论进展

热门临床难题的光电治疗策略：分层管理、联合治疗、风险防范等，黄褐斑、面部年轻化、

葡萄酒色斑、尚未解决的色素性疾病、无创融脂、皮秒激光 ( 色素及润肤 ) 疗效评价与

机理

创新争鸣的舞台：特殊病例，创新方法，技巧展示！

回顾各专病和专项研究的本年度国内外基础和临床研究进展 

分享各专病和专项研究的名家和新秀的治疗经验

解读各专病和专项研究的研究组成员与委员发表的本年度热门期刊论著成果

展示本届各专病和专项研究组的多中心或单中心临床研究项目的一年进展

网罗各专病和专项研究的经典病例、特殊技术，创新理念！

黑眼圈、毛孔粗大、脂肪堆积、静态细纹、皮肤松弛、黄褐斑、膨胀纹、各类瘢痕、痤疮瘢痕、

葡萄酒色斑、纹身、咖啡牛奶斑……等各个常见或罕见的疾病的方方面面！



内窥镜整形外科专场

内窥镜隆乳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内窥镜辅助隆乳术的临床应用进展

内窥镜下假体取出包膜的处理

内窥镜辅助双平面隆乳术的精准定位

内窥镜辅助腋窝切口男性乳腺切除术

内窥镜隆乳术的模拟教学

内窥镜辅助高位双平面隆乳术

内窥镜下假体移位的调整

内窥镜除皱术的最新技术进展

内窥镜辅助下中面部提升术

内窥镜隆皱术的经验总结

唇部整形美容与年轻化专场

唇部美学及治疗现状

国外唇部整形现状与经验分享

中国唇部美容年轻化行业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

唇部美学的三维测量

唇部与口周的美学评估

唇部年轻化治疗应用与进展

上唇人中缩短术的临床应用和术后效果

东方“微笑唇”的综合美学策略

激光在唇部抗衰老中的应用  

唇部美学的硬组织基础与颌面外科在唇部序列美学中的应用   

注射技术在东方人唇部美容与年轻化的临床应用与技巧浅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