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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微创医学美容大会 会议通知

尊敬的 医生：

由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十大分会联合主办的“第十届全国微创医学美容大

会”将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4 月 2 日在重庆召开。特殊时期的特别经历，将

会是我们医美人在疫情过后的深刻记忆……

本次会议仍以“学术办会”之初心，秉承着“回归医学本质”之宗旨，

继续探讨大家所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会议将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医

美领域的新技术、新理念和新进展。

疫情不可避免的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无法阻挡大家对学术交流

的期盼与渴望，走过北上广，正值微创医学美容大会创办 10 周年之际，我们

来到美丽的山城重庆！在此，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同道出席本次会议，相信

专家学者们智慧与经验的交锋，必将激发出医美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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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信息

会议日期：2023 年 3 月 31-4 月 2 日

会议地点：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重庆市渝北区悦来滨江大道 86 号）

在线注册：1.大会官网 www.miam.org.cn

2.关注“capa-meeting”公众号注册

学分信息：国家级 I类继续教育学分

联系方式：刘朝星 18210816305 王嘉文 18930714771

盛雨新 13661889233 黄晓梅 18610002332

http://www.miam.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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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题 目 讲 者 单 位

2023 年 3 月 31 日 星期五

08:30-22:30 全天注册（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1 楼注册处）

2023 年 3 月 31 日 星期五

欢悦厅（A＋B）

13:00-15:0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脂肪医学分会换届大会

15:30-18: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眼整形美容分会换届大会

19:00-21:0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面部年轻化分会换届大会

相悦厅

13:00-15:0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内窥镜整形外科分会换届大会

15:30-18: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美容分会换届大会

博悦厅

19:00-21:0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乳房整形分会换届大会

激光美容会场（欢悦厅 C）

19:30-21:30 激光美容分会 山城之夜 主持人：尹锐 冯永强

19:30-19:40 激光美容分会会长致辞 林晓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9:40-20:30 临床研究分享会

20:30-21:30 指南作者见面会

2023 年 4 月 1日 星期六

主会场：开幕式&大会报告（喜悦厅）

08:00-09:20 主持人：王宝玺 罗盛康

08:00-08:20 中国软组织填充剂面部注射安全专家共识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8:20-08:40 微创美容进展与实践中的思考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08:40-09:00 激光美容领域的创新与进展 林晓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9:00-09:20 高清吸脂体形雕塑回顾与进展 宋建星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09:20-10:00 开幕式：和谐致远、共铸辉煌 主持人：李勤

10:00-11:40 主持人：林晓曦 项蕾红

10:00-10:20 面部年轻化技术进展 谢宏彬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0:20-10:40 眼睑整形美容的进展与热点问题 郑永生 北京正美整形医院

10:40-11:00 鼻整形美容的发展回顾与展望 李圣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1:00-11:20 内窥镜隆乳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栾 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1:20-11:40 美容医学中的新技术与新材料进展 李文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2023 年 4 月 1日 星期六

会场一：激光美容会场（欣悦厅 C）

12:00-13:00 修丽可卫星会

12:00-12:05 开场致辞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2:05-12:30 光电官配—整全护肤抗氧赋能 秦晓蕾 德医皮肤

12:30-12:55 色修瀑布—舒缓保湿青春灌注 钟 华 卓正医疗

12:55-13:00 总结 宋为民 颜术医美（连锁）

13:00-14:00 赛诺秀卫星会 主席：李文志

13:00-13:30 非侵入性 1060nm 半导体激光在融脂方面的应用 李文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3:30-14:00 5D 胶原光的临床应用 张 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4:00-14:50 黄褐斑专题（Melasma） 主持人: 宋为民 李远宏 张振

14:00-14:05 黄褐斑的光电治疗进展（2022） 张 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4:05-14:10
Picoway 1064nm 激光和 Picosure 755nm 激光点阵模式

治疗黄褐斑的前瞻性自身半脸对照研究
林 彤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14:10-14:15 不同脉宽 1064nm 激光治疗黄褐斑的半脸对照研究 黄绿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4:15-14:20
694nm 红宝石点阵激光与 Q开关 1064nm Nd:YAG 激光治

疗黄褐斑的半边脸对照研究
赵 邑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14:20-14:25 2 例重症黄褐斑成功治疗案例的分享 王玮蓁 武汉市第一医院

14:25-14:30 超皮秒的点阵促渗作用在黄褐斑的应用 李雪莉 河南省人民医院

14:30-14:35 黄褐斑治疗中关注皮肤屏障功能的重要性 尹 锐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14:35-14:40 黄褐斑的指南解读 李远宏 沈阳颜悦医疗美容诊所

14:40-14:50 讨论

14:50-15:15 茶歇

15:15-16:00

色素相关性疾病（表皮色素性疾病、真皮色素性疾病、

白癜风、难治性色素疾病）光电治疗专题一

（Pigmentary disorders）

主持人：林晓曦 郑永生

15:15-15:20
调 Q532、皮秒 532nm 激光治疗咖啡斑的前瞻性自身对照

研究
林 彤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15:20-15:25
大光斑低能量Q开关 1064nm激光和小光斑高能量Q开关

755nm 激光治疗咖啡牛奶斑的前瞻性自身对照研究
林晓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5:25-15:30 RCM 引导下的不同类型咖啡斑的激光疗效预测 沈玲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5:30-15:35 咖啡牛奶斑的指南解读 林晓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5:35-15:40
Q 开关 755nm 翠绿宝石激光与 755nm 皮秒激光治疗文身

的自身对照的多中心临床研究
马 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5:40-15:45 多种颜色复杂纹身案例皮秒激光治疗追踪报吿 杨 军 吉林铭医整形美容医院



15:45-15:50 文身的指南解读 相文忠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15:50-16:00 讨论

16:00-17:00 欧智星卫星会

16:00-16:05 会议致辞 李文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6:05-16:30 Fotona4D Pro 在整合年轻化中的应用 孙林潮 杭州艺星医疗美容医院

16:30-16:55
光电手术刀-超 V光联合 Fotona4D Pro2.0 打造个性化下

颌缘及颈部临床方案
黎京雄 深圳香蜜丽格医疗美容医院

16:55-17:00 Q&A 李文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7:00-17:50

色素相关性疾病（表皮色素性疾病、真皮色素性疾病、

白癜风、难治性色素疾病）光电治疗专题二

（Pigmentary disorders）

主持人：林彤 曾维惠 李雪莉

17:00-17:05
不同治疗参数 755nm 波长皮秒激光治疗褐青色斑的对照

研究
张 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7:05-17:10 褐青色斑的指南解读 林 彤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17:10-17:15 不同光斑 755nm 波长皮秒激光治疗太田痣的对照研究 张 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7:15-17:20 太田痣的指南解读 葛一平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17:20-17:25
755nm 皮秒激光和 532nm 皮秒激光治疗雀斑的前瞻性自

身对照临床试验研究
赵红艺 北京医院

17:25-17:30
皮秒激光治疗雀斑的功效性和安全性：与紫翠玉宝石激

光的比较性研究
黄 雯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30-17:35 雀斑的指南解读 曾维惠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7:35-17:40 雀斑样痣的指南解读 李雪莉 河南省人民医院

17:40-17:50 讨论

17:50-18:45

色素相关性疾病（表皮色素性疾病、真皮色素性疾病、

白癜风、难治性色素疾病）光电治疗专题三

（Pigmentary disorders）

主持人：项蕾红 黄绿萍 涂彩霞

17:50-17:55 贝克痣病理及治疗的回顾性分析 文 翔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7:55-18:00 色素性毛表皮痣的激光治疗 刘华绪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

18:00-18:05 贝克尔痣的指南解读 吴品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8:05-18:10
对光电术后色沉患者在不同时机介入激光光治疗的临床

效果探讨
黄绿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8:10-18:15 外伤性色素沉着的指南解读 刘红梅 北京梅颜医疗美容诊所

18:15-18:20 色素脱失与减退的指南解读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8:20-18:25
Q 开关 1064nm 激光联合微针氨甲环酸导入治疗黄褐斑的

半脸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
涂彩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8:25-18:30
308nmLED 光联合微针辅助得肤宝外用治疗稳定期肢端型

白癜风的多中心对照研究
李珊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8:30-18:35 白癜风的指南解读 涂彩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8:35-18:45 讨论

18:45-19:00 晚餐

19:00-19:45 不良反应专题（Adverse Reactions） 主持人：陈锦安 展望 麦跃

19:00-19:05 光、电、声、气、治疗中不良反应原因分析 陈锦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9:05-19:10 光电联合注射美塑的安全性策略研究进展 宋为民 颜术医美（连锁）

19:10-19:15
低温大气压等离子体促利多卡因透皮吸收的有效性及临

床应用
文 翔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9:15-19:20
黄金微针点阵射频治疗机理、操作规范团体标准与临床

应用
唐 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20-19:25 光电祛斑术后“黑白无常”的防治策略 陈勇军 广州紫馨整形外科医院

19:25-19:30 敏感肌肤的治疗策略 高贵云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航天医院

19:30-19:35 激光脱毛指南解读 刘 冰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9:35-19:45 讨论

19:45-20:30 痤疮及痤疮瘢痕专题（Acne and Acne Scar） 主持人：尹锐 徐慧

19:45-19:50 玫瑰痤疮的光电治疗策略 简 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9:50-19:55 窄谱光子治疗玫瑰痤疮的技巧和时机选择 严淑贤 曜影医疗

19:55-20:00 痤疮治疗中口服异维 A 酸与光电酸的联合应用 曾维惠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0:00-20:05 痤疮瘢痕的客观评价及综合治理 康晓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20:05-20:10
二氧化碳点阵激光与点阵射频治疗轻中度凹陷性痤疮瘢

痕的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
林碧雯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20:10-20:15
Picoway 1064 点阵与 Picosure755nm 点阵模式治疗痤疮

瘢痕前瞻性半脸自身对照研究
曾 荣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20:15-20:20 痤疮瘢痕的指南解读 尹 锐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20:20-20:30 讨论

20:30-21:25 增生性瘢痕及瘢痕疙瘩专题（Hypertrophic Scar and Keloid） 主持人：谭军 武晓莉 于波

20:30-20:35 瘢痕激光治疗进展（2022） 谭 军 湖南省人民医院

20:35-20:40
二氧化碳点阵激光与二氧化碳点阵激光联合局部封闭治

疗增生性痤疮瘢痕的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
林碧雯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20:40-20:45
强脉冲光联合放疗对早期（红色）增生性瘢痕疗效的自

身对照研究
薛 梅 重庆市中医院

20:45-20:50
CO2 点阵激光联合电子线照射治疗增生性瘢痕的自身对

照研究
李东霓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0:50-20:55 595nm 染料激光在预防瘢痕增生的应用 曾衍胜 赣州市皮肤病医院

20:55-21:00 “人工点阵”治疗病理性瘢痕的长期随访及再思考 张云松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1:00-21:05 增生性疤痕指南解读 雷 颖 湖南省人民医院

21:05-21:10 浅层放疗联合手术与非手术方法治疗瘢痕疙瘩的临床观察 孙娜娜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1:10-21:15 瘢痕疙瘩的指南解读 武晓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1:15-21:25 讨论

21:25-22:05
葡萄酒色斑（鲜红斑痣）及其它血管性疾病专题

(Port Wine Stains and other Vascular anomalies)
主持人：林晓曦 欧阳天祥 杨斌

21:25-21:30 PDT 和 PDL 治疗葡萄酒色斑的自身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 马 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1:30-21:35 海姆泊芬光动力治疗面部和颈部的疗效比较 曾维惠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21:35-21:40 葡萄酒色斑（鲜红斑痣）指南解读 林晓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1:40-21:45
强脉冲光联合双波长脉冲染料激光治疗面部毛细血管扩

张的疗效观察
景海霞 十堰市太和医院

21:45-21:50 毛细血管扩张指南解读 卢 忠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1:50-21:55
脉冲染料激光、曲安奈德注射和外用卡替洛尔治疗婴幼

儿浅表性血管瘤的疗效
苏振民 福建省泉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

21:55-22:05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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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二：注射美容会场（欣悦厅 B）

12:00-13:00 双美胶原蛋白卫星会

12:00-12:30 双美全产品面部全层抗衰的综合临床应用 洪 伟 晶肤医疗美容

12:30-13:00 双美胶原蛋白在眶周的临床应用 潘宝华 重庆华美整形美容医院

13:00-14:00 《新氧·爱拉丝提卫星会》 主席：罗盛康

13:00-13:30 爱拉丝提在内外轮廓的综合治疗方案分享 洪 伟 晶肤医疗美容

13:30-14:00 爱拉丝提注射方案解剖基础 丛鹂瑶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4:00-16:00 FILLMED 口周年轻化专题会 大会主席：李勤

14:00-14:30 全层抗衰理念及治疗方案 李 勤 爱思特医疗美容集团

14:30-15:00 口周精细化解剖及安全注射要点 吴溯帆 浙江省人民医院

15:00-15:30 口周美学评估及注射技巧 佘雨虹 宁波鄞州佘雨虹医疗美容诊所

15:30-16:00 艺术填充在口周年轻化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石 冰 北京丽都医疗美容医院

16:00-18:05 衡力&Princess 专场会

16:00-16:05 主席致辞 徐 军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院

16:05-16:35 Princess 无惧时光 为我加冕 田鹏飞 重庆新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院

16:35-17:05 颅面耳外轮廓注射技术及相关解剖 王 建 大连美天医疗美容医院

17:05-17:35 肉毒毒素在下面部塑形中的作用--黄金 V脸 2.0 夏 炜 西安博仕相伴医疗美容诊所

17:35-18:05 肉毒毒素注射的不良反应及处理 刘剑毅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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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三：面部年轻化会场（欣悦厅 A）

12:00-13:00 巨子生物重组胶原蛋白卫星会

12:00-12:30 重组胶原蛋白生物新材料的生产与应用 段志广 西北大学



12:30-13:00
《Human-like 重组胶原蛋白在面部年轻化治疗中的有

效性及安全性评价》
陈 瑾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00-14:00 Sinclair 欣可丽学术专场 主持人：吴艳

13:00-13:30 伊妍仕材料特性与新生机制 吴 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3:30-14:00 酷雪·冰息科技的临床应用 王 展 深圳芙必优诊所

14:00-15:20 面部年轻化手术 主持人：谢宏彬 金云波

14:00-14:15 钻石精雕等微创技术在面部轮廓年轻化的应用 欧阳天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4:15-14:30 S.O.F.T.:下睑与中面部年轻化技术创新与美学追求 金云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4:30-14:45 双矢量小切口面部提升术的临床与优势 吕金陵 上海悦目佳容医疗美容门诊部

14:45-15:00 B 超引导下大剂量自体脂肪注射隆臀术的临床疗效 赵润蕾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00-15:10
经结膜入路带蒂眶隔脂肪瓣在中老年泪沟型眼袋患者中

的应用分析
温立霞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15:10-15:20 颈后脂肪垫，解剖学、影像学及手术方法研究 王关卉儿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20-16:00 注射年轻化技术 主持人：孙中生 宋为民

15:20-15:35 基于解剖与美学评估的注射问题思考 孙中生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5:35-15:50 聚左旋乳酸美塑疗法在皮肤年轻化的使用经验 宋为民 颜术医美（连锁）

15:50-16:00 填充剂在印第安纹治疗中的应用 丛艳红 佛山复星禅诚医院

16:00-17:00 杭盖秱博卫星会

16:00-17:00 热望童颜微光系列的临床应用 高 扬 原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7:00-19:00 透明质酸与肉毒毒素注射 主持人：曾东 潘柏林

17:00-17:10 透明质酸并发症临床应对 吴晓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7:10-17:20 耳后侧颞提升注射改善面部松弛 曾 东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17:20-17:30 真皮注射填充围手术期管理 梁 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7:30-17:40 三种肉毒素注射法在面部年轻化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郭宗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7:40-17:50 BOTOX 面部表情精细化管理 杨恰佳 深圳杨恰佳医疗美容诊所

17:50-18:00 面部精细化管理——肉毒素的小众应用 曹 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8:00-18:10 肉毒素 V Codes®️全脸提升经验分享 周蓉蓉 杭州企杏综合门诊部

18:10-18:20
HBLV Codes™ 透明质酸联合肉毒毒素面部年轻化

的再平衡艺术
郭晓瑞 珠海如花医疗美容门诊部

18:20-18:30 “颌-齿-唇”序列综合年轻化策略 潘柏林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8:30-18:40 透明质酸钠唇部及口周整体注射治疗观察 曾令寰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18:40-18:50 基于彩妆光影下的口周注射年轻化思考 吕佳忆 广西爱思特整形外科医院

18:50-19:00 唇周老化的改善方案 崔诗悦 米兰柏羽医学美容医院

19:00-21:30 多种技术的面部年轻化治疗 主持人：丛鹂瑶 马力



19:00-19:10 黄金射频微针技术在面部年轻化中的临床应用 葛一平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19:10-19:20 双极射频 Facetite 联合吸脂在治疗面颊松垂中的应用分析 施嫣彦 杭州整形医院

19:20-19:30 钻石精雕联合菲翎线在面部抗衰老的临床应用经验分享 姬付康 广州爱丽雅思医疗美容医院

19:30-19:40 微创注射在唇部年轻化治疗中的技巧分享 李晋熙
四川省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新丽美医疗美

容医院

19:40-19:50 面部年轻化—耳基底提升的治疗原理及临床效果 郭素清 杭州菁漾医疗美容

19:50-20:00 肉毒毒素面部年轻化注射治疗 马 力 北京爱悦丽格医疗美容诊所

20:00-20:10 微滴注射在面部综合抗衰中的应用 张有良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0:10-20:20 眼周年轻化的注射治疗 晏晓青 北京黄寺医疗美容诊所

20:20-20:30 胶原蛋白在眶周年轻化的应用 陈春霖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0:30-20:40 面部外轮廓远位注射纠正鼻唇沟 丛鹂瑶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0:40-20:50 耳部美学与解剖 汪海滨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0:50-21:00
口周抗衰新思考之— 面部 3D 建模结合数字化成像技

术在衰老成因分析及抗衰方案设计中的主要作用
邓芝兰 北京俊泰美好医疗门诊

21:00-21:10
PPDO 锯齿线逆向提升联合埋没导引缝合技术在面部年轻

化治疗中的应用
谭燃景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1:10-21:20 内切法口角上提术 18 例 冯 啸 浙江省人民医院

21:20-21:30 发际线降低术 16 例 冯 啸 浙江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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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四：眼整形美容会场（欢悦厅 A）

14:00-15:50 眼整形分会主题发言 主持人：张余光 靳小雷

14:00-14:15 如何合理的选择下睑年轻化的方法 张余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4:15-14:30 眼整形美容研究进展 靳小雷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4:30-14:45
浮桥技术（Bridge Technique)在上睑整形并发症

修复中的应用
杨 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4:45-15:00 不同类型眼睑及其重睑术方案设计原则 李 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00-15:15 切开重睑不同术式的 mate 分析，临床应用的最优选择 彭谢玲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5:15-15:30 东方人内眦赘皮的美学整复探索 薛春雨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30-15:50 讨论、问答

15:50-18:30 上睑下垂纠正论坛 主持人：杨锋 吴溯帆

15:50-16:10 赫林现象临床检查的对比研究 杨 锋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6:10-16:30 额肌瓣法在动态矫正先天性重度上睑下垂中的应用及改良 黎 宁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16:30-16:45 上睑提肌腱膜瓣法二次重睑修复术 吴溯帆 浙江省人民医院

16:45-17:00
结膜上穹窿联合筋膜鞘和提上睑肌复合体缩短（CFS+LM）

临床应用解剖
徐广琪 山东省立医院



17:00-17:15 上眼睑区年轻化策略 郭宗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7:15-17:30
Horner’s syndrome 引起的上睑下垂表现、病因、及诊

断与治疗措施
陈文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7:30-17:40 “三点小切口法”重睑及轻度上睑下垂矫正术探讨 石杭燕 浙江省人民医院

17:40-17:50 上睑下垂手术中关于 Müller 肌的一点思考 项 楠 艾格眼科集团同济医院

17:50-18:00 上睑下垂的个性化手术治疗 李玉珍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8:00-18:30 讨论、问答

18:30-19:00 晚餐

19:00-21:20 上睑整形术论坛 主持人：杨军 薛春雨

19:00-19:15 医源性上睑退缩的诊治策略 杨 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9:15-19:30 不良重睑修复-对称性及再调整 杨 丽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9:30-19:45
带血管蒂的脂肪组织移位及眼轮匝肌肌瓣治疗上眼眶凹

陷伴多重睑方法
陈文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9:45-20:00 肌皮瓣 V-Y 成形术修复内眦过大畸形 潘 贰 广州颜美荟医疗美容门诊部

20:00-20:15 眉下小切口结构性提眉 郑清健 福州鼓楼医院

20:15-20:30 辅式瓣内眦修复术 刘辅容 成都高新莱尹臻颜医疗美容门诊部

20:30-20:40 上睑内侧 M 形皮瓣在上睑皮肤重度松弛中的应用 孙卫海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院

20:40-20:50 ROOF、眶隔前壁复合瓣在重睑修复术的应用 韩 超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20:50-21:20 讨论、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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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五：鼻整形美容会场（欢悦厅 B）

主持人：王先成

14:00-14:05 鼻整形专委会开幕致辞 李圣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4:05-15:15 第一部分 专题发言 主持人：韦敏 黎冻 范飞

14:05-14:20 亚洲人鼻基底填充在综合鼻整形中的应用 李 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20-14:35 挛缩鼻的预防和治疗 谭晓燕 杭州整形医院

14:35-14:50 当下眼鼻发展遇到瓶颈和困难：机遇与挑战 黄金龙 江苏省中医院

14:50-15:05 美容鼻整形的边界 曾 高 中日友好医院

15:05-15:15
提问与讨论：目前中国鼻整形的困境及未来方向

讨 论 嘉 宾 ：韦敏 黎冻 范飞 李东 谭晓燕 黄金龙 曾高

15:15-16:12 第二部分 鼻尖 主持人：李东 谭晓燕 曾高

15:15-15:30 鼻整形术中的注意点 高俊明 杭州华山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院

15:30-15:38 结构性鼻尖重塑的几个关键点 梁晓健 深圳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15:38-15:46 一例大鼻头矫正 徐 航 成都高新心悦容医疗美容门诊



15:46-15:54 鼻整形术后鼻尖下旋的成因分析和防治措施 陈毅鹏 重庆时光整形美容医院

15:54-16:02 肋软骨鼻整形远期鼻尖畸形的修复与预防 董玉林 西安交大口腔医院

16:02-16:12
提问与讨论：如何打造鼻尖美学点？你对鼻尖移植物如何看？如何防止远期鼻尖并发症如轮廓外显等

讨 论 嘉 宾 ：李东 谭晓燕 曾高 高俊明 梁晓健 徐航 陈毅鹏 董玉林

16:12-16:22 茶歇

16:22-17:26 第三部分 鼻翼及鼻小柱 主持人：黄金龙 高俊明 安阳

16:22-16:37 鼻小柱下垂的整形美容 韦 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6:37-16:52 鼻翼退缩新分型及治疗策略 王先成 中南大学湘雅第二医院

16:52-17:00 我的鼻翼退缩手术方案 周 柯 成都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院

17:00-17:08 亚洲人露鼻孔的矫正 欧阳春 深圳丽港丽格医疗美容门诊部

17:08-17:16 一种能有效减轻瘢痕的外切鼻翼改良术式 李 任 重庆华美整形外科医院

17:16-17:26
提问与讨论：对于重度原发性鼻翼退缩，您的看法是什么？皮片移植远期效果如何？

讨 论 嘉 宾 ：安阳 黄金龙 高俊明 韦敏 王先成 周柯 欧阳春 李任

17:26-18:22 第四部分 歪鼻及鼻基底 主持人：王先成 张晨 谭谦

17:26-17:41 歪鼻筛骨垂直板的数字化解剖和有限元分析及临床效果评价 安 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7:41-17:56 功能性鼻整形技术整复歪鼻畸形的效果观察 郭宗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7:56-18:04
3D 技术辅助精准美学评估在鼻基底填充改善面中部凹陷

中的应用
赵健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8:04-18:12 3D 打印鼻基底假体设计中的误解与新知 薛志强 北京俊泰美好医疗门诊

18:12-18:22
提问与讨论：对于软骨及骨性的严重歪鼻，如何在保证气道功能的同时获得稳定长期的效果？您的经验是什么？

讨 论嘉 宾：王先成 张晨 谭谦 安阳 赵健芳 薛志强

18:22-19:0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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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六：皮肤美容会场（欢悦厅 C）

12:00-13:00 瑞帕特—瑞士 5D 溶斑素卫星会 主持人：郑荃 赵小忠

12:00-12:05 主持开场
郑 荃

赵小忠

郑荃丽格医疗美容连锁

北京小忠丽格医疗美容门诊部

12:05-12:25 健康祛斑新风向──广度抗衰 深度溶斑 郑 荃 郑荃丽格医疗美容连锁

12:25-13:00 瑞帕特 5D 溶斑素-新型表皮代谢剂在色素性疾病中的应用 麦 跃 长沙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13:00-14:00 英诺皮肤世家卫星会

13:00-13:30 “无创光塑 “引领色素 3.0 时代 陶 卫 重庆当代整形外科医院

13:30-14:00 黄褐斑研究进展及无创光塑治疗实践 高 扬 原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4:00-15:30 痤疮专场 主持人：李恒进 刘玮 杨斌

14:00-14:15 痤疮相关综合征的临床表现与发生机制 鞠 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4:15-14:30 性激素在痤疮治疗中的作用 栗玉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4:30-14:45 异维 A联合理化疗法在痤疮治疗中的应用 曾维惠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4:45-15:00 从痤疮之问，看中医之治 刘 巧 江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5:00-15:15 不同类型痤疮优效治疗方案 鲁建云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15:15-15:30 皮肤及肠道菌群与痤疮 林碧雯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15:30-16:30 艾尔建卫星会

15:30-15:35 开场致辞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5:35-16:05
「精」无止境，就适答案

——保妥适®成就信心与信赖，面部美学满意之选
任 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05-16:20 保妥适®联合治疗—案例分享 刘 晔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20-16:30 讨论总结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30-17:30 美国索塔公司新一代射频 thermage FLX 专场卫星会 主席：郑志忠 项蕾红

16:30-16:35 主席致辞
郑志忠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35-16:55 thermage FLX 规范化操作 李 凯 德医皮肤

16:55-17:10 thermage FLX 操作经验与案例分享 刘 颖 上海智美颜和医疗美容门诊部

17:10-17:25 thermage FLX 操作经验与案例分享 陈红清 广州和睦家医院

17:25-17:30 总结
郑志忠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7:30-18:30 自由投稿专场 主持人：闫言 高琳 方红

17:30-17:36 水杨酸在玫瑰痤疮中的临床应用 何春峰 甘肃省中心医院

17:36-17:42 微针疗法在炎症后色素沉着中的临床应用 李巧玲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17:42-17:48 短波射频联合强脉冲光治疗皮肤屏障损伤 金婷婷 浙江省人民医院

17:48-17:54 难治性黄褐斑的光电联合诊疗策略 王思宇 四川省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研究所

17:54-18:00 SWT 优化强脉冲光技术治疗面部敏感性肌肤临床观察 邱 阳 上海卓栎丽格皮肤科门诊部

18:00-18:06 外泌体改善面部炎性衰老的临床观察 涂罕灯 广州美莱医疗美容门诊部

18:06-18:12 全身麻醉对光动力治疗葡萄酒色斑的疗效和安全性的影响 潘 蕾 浙江省人民医院

18:12-18:18 光电联合治疗各型光老化的临床思路 高嘉蔓 上海市璞妍一季皮肤科诊所

18:18-18:30 讨论

18:30-19:00 晚餐

19:00-20:00 医美技术不良反应专场 主持人：梁虹 李珊山 康晓静

19:00-19:15 美塑疗法的并发症、无效原因分析及如何规避 梁 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9:15-19:30 肉毒素注射不良反应的规避 章 伟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19:30-19:45 强脉冲光治疗不良反应及对策 闫 言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9:45-20:00 光电术后皮肤温和绿色修护策略 徐 阳 北京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20:00-21:30 皮肤外科与皮肤老化专场 主持人：吴信峰 吴艳

20:00-20:15 团标《皮肤衰老评价标准》解读 陈是静 成都高新米兰柏羽医疗美容医院

20:15-20:30 眼周部色素痣的外科治疗 吴信峰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20:30-20:45 原发性皮肤鳞癌的规范化诊疗 王大光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45-21:00 皮肤外科围手术期实践探讨 庄 乐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21:00-21:15 皮损内注射及浅层 x线序贯治疗 96 例瘢痕疙瘩 李 莉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21:15-21:30 肉毒素联合光电治疗在皮肤抗衰中的应用 金 曌 武汉市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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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七：脂肪医学会场（智悦厅）

14:00-15:30 脂肪注射隆胸 VS 假体隆胸 主持人：宋建星 罗盛康 谭军

14:00-14:15 假体隆乳术的前世今生---六十年的循证医学历程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4:15-14:30 自体脂肪隆乳术-技巧和策略 曹卫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4:30-14:45 假体隆乳还是自体脂肪隆胸—我的选择 亓发芝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45-15:00 脂肪隆胸与假体隆胸的比较与选择 宋建星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15:00-15:30 讨论嘉宾：宋建星 曹卫刚 刘宏伟 陈敏亮 罗盛康 亓发芝 陈小松 穆大力

15:30-15:50 茶歇

15:50-18:50 面部精细脂肪移植 主持人：刘宏伟 范巨峰 王志军

15:50-16:02
自体颗粒脂肪联合脂肪来源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半侧颜面

萎缩的临床体会
陈敏亮 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16:02-16:14 面部浅深脂肪室及韧带衰老中的表现及对策 黄金龙 江苏省中医院

16:14-16:26 上睑凹陷脂肪填充新方法 鲁树荣 成都忠爱美成医疗美容门诊部

16:26-16:38 颗粒脂肪游离移植在面部填充的应用体会 蔡 震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16:38-16:50 脂肪增减矫正面部“三八线” 欧阳天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6:50-17:02 面部脂肪室的解剖及抗衰意义 王洁晴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17:02-17:14 眶下区脂肪填充 赵善军 成都华欣美辰医疗美容医院

17:14-17:26 眼周脂肪移植的细节 姜宇禄 四川娇点医学美容医院

17:26-17:38 如何利用脂肪填充构建视觉小脸 王 东 北京艺美医疗美容诊所

17:38-17:50 面部脂肪手术中不明注射物修复经验 钟杰光 广州博研医疗美容医院

17:50-18:00 脂肪移植法思技术在颜面美容外科的应用经验 李 越 广州法思医疗美容门诊部

18:00-18:10
自体颗粒脂肪结合纳米脂肪注射在面部年轻化治疗中的

效果分析
郭宗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18:10-18:20
小颗粒脂肪移植注射联合眼袋整形术在中面部抗衰老的

经验总结
刘英男 烟台英男医疗美容医院

18:20-18:30 硬结构脂肪隆鼻 30 例临床表现 张小川 深圳美臣医疗美容门诊部



18:30-18:40 自体颗粒脂肪移植在面部年轻化中应用 李开梓 滕州市易美莱整形美容机构

18:40-18:50 动态下多形态脂肪联合移植面部年轻化 郭同荣 杭州薇琳医疗美容医院

18:50-19:00 晚餐

19:00-20:00 射频与脂肪 主持人：薛瑞 汪汇

19:00-19:12 精细吸脂结合射频治疗在面颈部美容塑形中的应用 朱 飞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9:12-19:24
侵入式双极射频技术联合小切口拉皮用于中下面部颈颌

部临床体会
于 波 北京黄寺医疗美容诊所

19:24-19:36 自体颗粒脂肪移植在女性私密年轻化中的应用 华淑丽 长春市光泽爱美汇整形美容医院

19:36-19:48 钻石精雕在面部精准吸脂和轮廓雕塑中的应用 陶 亮 重庆华美整形外科医院

19:48-20:00 钻石精雕在脂肪抗衰塑型的临床应用经验分享 姬付康 广州爱丽雅思医疗美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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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八：乳房整形&内窥镜整形外科会场（102 会议室）

12:00-14:15 乳房再造 主持人：亓发芝 栗勇

12:00-12:15 乳房再造手术方式的选择和操作要点 孙家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2:15-12:30 背阔肌乳房再造的应用与进展 亓发芝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2:30-12:45 PMRT 对乳房假体再造效果的影响 汪海滨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2:45-13:00 乳房重建术式的优化选择 韩思源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00-13:15 大容量浓缩功能性脂肪移植全乳再造 李发成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3:15-13:30 钛网补片在扩张器/假体乳房再造中的应用 胡学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3:30-13:45 与乳腺外科合作的乳癌术后乳房再造方案 谭 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3:45-14:00 乳房再造中假体选择及并发症处理 王先成 中南大学湘雅第二医院

14:00-14:15 讨论

14:15-16:30 乳房肥大、下垂整形 主持人：冯传波 才杰

14:15-14:30 乳晕半缘切口综合技术治疗轻中度乳房下垂 才 杰 中日友好医院

14:30-14:45 乳房缩小上提：如何维持长久效果？ 栗 勇 杭州美莱美容整形医院

14:45-15:00 下瓣法巨乳缩小成型术应用体会 李 俊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15:00-15:15 垂直切口技术在二次乳房修复中的应用 冯传波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5:15-15:30 努力提高双环法乳房缩小术后美学效果 谭 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5:30-15:45 依据血供个性化治疗乳房肥大 易成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5:45-16:00 对偶真皮瓣法乳头内陷矫正术 吴溯帆 浙江省人民医院

16:00-16:15 假体隆乳矫正乳房轻度下垂策略 李 健 上海华美医疗美容医院

16:15-16:30 讨论

16:30-17:30 康奥宝俪法芮娅高端学术论坛 主持人：罗盛康 栾杰



手术演示 余 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7:30-18:00 晚餐

18:00-20:30 假体/自体脂肪隆胸 主持人：宋建星 汪海滨

18:00-18:15 乳房内提升术：一种乳晕下缘切口双平面隆乳填充上极的方法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8:15-18:30 脂肪移植与假体隆胸的选择与应用 宋建星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18:30-18:45 动态影像学辅助下不同层次自体脂肪隆乳术的临床研究 张 刚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8:45-19:00 自体脂肪隆乳后囊肿形成的观察及其处理 李 比 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三医院

19:00-19:15 脂肪冷缺血时间与移植脂肪油囊肿形成之间关系的研究 刘宏伟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9:15-19:30 下皱襞切口修复术后乳房假体下移 曾 立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9:30-19:45 复合隆乳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对比研究 李政垚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9:45-20:00 隆乳注射产品的临床安全性分析 廖杨柳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20:00-20:15 乳房下皱襞的相关解剖 洪伟晋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0:15-20:30 讨论

2023 年 4 月 1日 星期六

会场九：新技术与新材料会场（103 会议室）

13:00-14:00 右旋糖酐新材料在医美领域的应用前景 大会主席：徐军

13:00-13:02 主席开场 徐 军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院

13:02-13:22 天然多糖材料在整形注射填充领域的应用及潜力 辛 瑜 江南大学

13:22-13:42 “右旋糖酐”在医美领域临床应用及案例分享 宋月星 皛白净医疗美容诊所

13:42-13:58 右旋糖酐“黛”系列新品首发仪式 王 亮 科园贸易

13:58-14:00 总结 徐 军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院

14:00-15:15 注射充填新技术与新材料 主持人：陈向东 刘志飞 晏晓青

14:00-14:15 组织再生技术在医疗美容中的应用 陈向东 上海铂诗玥医疗美容诊所

14:15-14:30 聚左旋乳酸的临床应用及发展 高 扬 原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4:30-14:45 左旋聚乳酸（PLLA）在非面部的应用进展 马振坤 南京华韩奇致美容医院

14:45-15:00 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生物技术新发展 田艳丽 北京安加医疗美容诊所

15:00-15:15 组织工程水凝胶促进创面愈合及皮肤再生的研究进展 傅泽鑫 浙江省人民医院

15:15-15:30 茶歇

15:30-18:30 光电新技术与应用 主持人：陈锦安 刘耿 简丹

15:30-15:45 超离子技术在皮肤临床治疗的新应用 尹 锐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15:45-16:00 超离子新技术、新概念 陈锦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6:00-16:15 聚焦磁波技术在身体塑形及私密抗衰中的新应用 田艳丽 北京安加医疗美容诊所



16:15-16:30 飞顿 OPUS 超离子颈纹仪联合嗨体治疗颈部横纹 朱紫婷 昆明韩辰医疗美容医院

16:30-16:45 高能量射频的不良反应原因及术中预防 王咸利 云南华美美莱美容医院

16:45-17:00 单极射频在身体塑形中的应用经验 陈红清 广州和睦家医院

17:00-17:15 新型聚集射频在面部年轻化应用中的研究进展 周 汛 重庆市中医院

17:15-17:30 新型能量源颈部年轻化临床治疗新进展 李文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7:30-17:45 肌肉抗衰的新技术探讨 夏文华 北京海医诚美医疗美容门诊部

17:45-18:00 射频微针联合酵母多肽修复系列在皮肤年轻化的序贯治疗 李东霓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8:00-18:15 新型单针式射频微针在微创医疗美容领域应用探索 俞满昌 云南华美美莱美容医院

18:15-18:30 大焦域聚焦超声技术在面颈部年轻化的临床应用分享 张 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8:30-19:00 晚餐

2023 年 4 月 1日 星期六

会场十：微创美容会场（博悦厅）

12:30-13:00 圣博玛卫星会

12:30-13:00 艾维岚在面部年轻化治疗中的应用 李 勤 爱思特医疗美容集团

13:00-15:00 爱美客卫星会 主持人：罗盛康

13:00-13:02 开场致辞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3:02-13:17 轮廓美学-轮廓定义与体系介绍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3:17-13:42 轮廓美学-轮廓固定的诊疗方案分享 刘 翔 长沙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13:42-14:07 轮廓美学-轮廓立体的诊疗方案分享 黄剑美 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

14:07-14:32 面部表情区活性·滋养治疗理念解读及颧颊沟应用分享 王 琳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

14:32-14:52 面部表情区活性·滋养之眶周联合诊疗方案分享 刘珍晶 衡阳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14:52-15:00 Q&A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5:00-16:00 面部透明质酸和肉毒素注射技术 主持人：吴溯帆 汪海滨

15:00-15:15 耳廓玻尿酸注射相关技巧探讨 汪海滨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5:15-15:30 改良法肉毒毒素注射治疗露龈笑 吴溯帆 浙江省人民医院

15:30-15:40 肉毒素注射的解剖学思考 洪伟晋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5:40-15:50 颞区厚度的三维测量对临床注射的启示 陈春霖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5:50-16:00 讨论

16:00-16:30 圣博玛卫星会

16:00-16:30 艾维岚注射的安全性研究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6:30-17:55 面部注射的相关解剖 主持人：洪伟晋 李婧宇 刘瑞鸣

16:30-16:40 鼻骨中线处动脉三维解剖特点 丛鹂瑶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6:40-16:50 颧弓韧带的解剖和测量 李婧宇 浙江省人民医院

16:50-17:00 基于超声的颞区空间结构研究 赵 烨 浙江省人民医院

17:00-17:10 颞中静脉解剖的研究进展 赵 烨 浙江省人民医院

17:10-17:20 基于 CTA 血管重建的颞区解剖与注射研究 周宇濠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7:20-17:30 眉间注射的三维影像学及解剖学研究 李方伟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7:30-17:40 基于解剖的颏部注射研究 李欣芮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7:40-17:55 讨论

2023 年 4 月 1日 星期六

会场十一：华熙生物润致学术专场（相悦厅）

14:00-17:00 润致学术专场 主持人：李文志

14:00-14:30 真皮注射交联透明质酸改善肤质的共识分享 吴 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4:30-15:00 微交联透明质酸临床应用经验分享 吴东辉 湖南长沙湘美汇·解西医疗美容门诊

15:00-15:30 微交联透明质酸在皮肤再生&干细胞增殖研究 郝爱军 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

15:30-16:00 微交联透明质酸在面部年轻化中的临床应用 吕 宁 上海佳仁汇医疗美容医院

16:00-16:30 微交联透明质酸面部精细化应用 钟 华 卓正医疗

16:30-17:00 微交联专场座谈会 主持人：廖勇

座谈专家：吴艳 吴东辉 吕宁 钟华

2023 年 4 月 2日 星期日

会场一：激光美容会场（欣悦厅 C）

08:00-08:25 毛孔粗大专题（Enlarged Skin Pores） 主持人：李伟 严淑贤

08:00-08:05
PL 与 1565nm 非剥脱点阵激光治疗毛孔粗大的随机对照

多中心临床研究
严淑贤 曜影医疗

08:05-08:10 1064 皮秒激光联合 pN 在改善毛孔粗大的临床观察 李雪莉 河南省人民医院

08:10-08:15 毛孔粗大指南解读 于文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8:15-08:25 讨论

08:25-09:25 良性皮肤肿瘤专题（Benign Skin Tumours） 主持人：骆丹 吴溯帆 赵邑

08:25-08:30 基于病理深度的黑色素痣激光治疗效果分析 陈 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8:30-08:35
单纯二氧化碳激光与二氧化碳激光结合高频电刀治疗黑

色素痣的临床疗效研究
姜 莉 北京市中关村医院

08:35-08:40
皮肤镜辅助下二氧化碳激光去除面部色素痣的临床方法

研究
姜 莉 北京市中关村医院

08:40-08:45 黑色素痣指南解读 陈 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8:45-08:50 Er:YAG 激光联合 A型肉毒毒素治疗局部汗管瘤的疗效研究 冯 微 浙江省人民医院

08:50-08:55
点阵 CO2 激光与手工点阵 CO2 激光治疗睑黄瘤的自身随

机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
赵 邑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08:55-09:00 睑黄疣指南解读 赵 邑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09:00-09:05 神经纤维瘤（病）相关色素增多性疾病的激光治疗 林晓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9:05-09:10 疣状痣指南解读 夏志宽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

09:10-09:15
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在女性阴道整体修复与盆底关系研究

进展
高 琳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09:15-09:25 讨论

09:25-10:10 眼周年轻化专题（Periorbital Rejuvenation） 主持人：宋为民 黄金龙 马刚

09:25-09:30
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激光联合双极射频及双极射频治疗

眶周细纹的半侧脸对照研究
林碧雯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09:30-09:35 眶周年轻化的微针射频精准抗衰 陈勇军 广州紫馨整形外科医院

09:35-09:40 负压黄金微针在眼周皱纹的疗效观察研究 刘 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9:40-09:45 静态细纹指南解读 李 勤 爱思特医疗美容集团

09:45-09:50
大光斑 1064nmNd:YAG 激光联合射频、超声波离子导入治

疗混合型黑眼圈的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
李东霓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09:50-09:55 黄金微针射频治疗眼周静态皱纹的疗效观察 林飞燕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09:55-10:00 黑眼圈指南解读 马 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0:00-10:10 讨论

10:10-10:55
膨胀纹及脂肪堆积专题

(Striae Distensae and Excessive Fat Accumulation）
主持人：卢忠 李文志 冯永强

10:10-10:15 微针射频治疗妊娠纹的疗效分享及治疗进展 卢 忠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15-10:20
1540nm 非剥脱点阵激光联合 CO2 点阵激光与 1540nm 非

剥脱点阵激光治疗妊娠纹自身对照研究
陈锦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0:20-10:25 膨胀纹指南解读 黄绿萍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0:25-10:30
点阵 1565nm 激光及点阵皮秒 1064nm 激光治疗膨胀纹的

前瞻性自身对照研究
冯永强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0:30-10:35 光声电技术无创减肥的临床应用 夏文华 北京海医诚美医疗美容门诊部

10:35-10:40
冷冻减脂技术对亚洲人群皮下局部脂肪堆积疗效的回顾

性研究
董继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0:40-10:45 脂肪堆积指南解读 姚 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0:45-10:55 讨论

10:55-11:25 盈美特卫星会 主持人：李文志

10:55-11:02 INMODE 超美塑多维聚能射频技术新品临床应用及分享 李文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1:02-11:09 INMODE 钻石超塑联合应用及临床分享 夏文华 北京海医诚美医疗美容门诊部

11:09-11:16 钻石精雕在面部的微创抗衰经验分享 姬付康 广州爱丽雅思医疗美容医院

11:16-11:23 脂肪精雕和紧致 INMODE 田艳丽 北京安加医疗美容诊所

11:23-11:25 总结 李文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1:25-12:00 午餐



12:00-13:00 飞顿卫星会 主持人：徐军

12:00-12:20 新能量源超离子技术在颈部抗衰临床应用新进展 王洪军 深圳联合丽格医疗美容

12:20-12:40 黑金 DPL 超光子临床新体会 曾维惠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2:40-13:00 黄金热拉提 2.0 在面部年轻化中的新应用 李远宏 沈阳颜悦医疗美容诊所

13:00-14:00 美国索塔公司非剥脱点阵激光——飞梭与素颜光专场卫星会 主席：李文志 林晓曦

13:00-13:05 主席致辞
李文志

林晓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3:05-13:30 Clear+Brilliant 素颜光临床应用分享 秦晓蕾 深圳德悦诊所

13:30-13:55 Fraxel 飞梭的临床应用与分享 高 琳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3:55-14:00 总结
李文志

林晓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4:00-14:35
皮肤松弛及面部年轻化专题

（Skin Laxity and Facial Rejuvenation）
主持人：李勤 林晓曦 刘志飞

14:00-14:05 长脉宽 1064 联合长脉宽 755 对于面部松弛的前后对照研究 李雪莉 河南省人民医院

14:05-14:10
点阵微针射频联合聚左旋乳酸可有效改善面部皮肤松

弛：一项随机、前瞻性、半侧对照的多中心临床研究
吴翔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4:10-14:15 点阵微针射频联合 CO2 点阵激光治疗面部光老化 李沛徽 长沙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14:15-14:20 颈部年轻化的非手术治疗 尹 锐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14:20-14:25 面部除皱术后光电治疗的思考 刘志飞 北京协和医院

14:25-14:30 黄金微雕射频技术在面部年轻化中的临床应用 俞满昌 云南华美美莱美容医院

14:30-14:35 讨论

14:35-15:10
敏感肌肤光电治疗及皮肤屏障专题

（Sensitive Skin and Skin Barrier）
主持人：项蕾红 骆丹 王玮蓁

14:35-14:40 继发性皮肤敏感发生的原因及处理对策 骆 丹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40-14:45 敏感肌的综合治疗策略 李远宏 沈阳颜悦医疗美容诊所

14:45-14:50 《光声电治疗术后皮肤黏膜屏障修复专家共识》解读 杨 森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50-14:55 强脉冲光治疗炎症性皮肤病 相文忠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14:55-15:00 面部炎症性皮肤病光电治疗技巧 刘 刚 四川省人民医院

15:00-15:10 讨论

15:20-16:2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激光美容分会全委会&合影

2023 年 4 月 2日 星期日

会场二：注射美容会场（欣悦厅 B）

08:10-09:30 面部注射的并发症 主持人：陈锦安 张有良

08:10-08:25 注射美容严重并发症治疗进展及案例分享 陈锦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8:25-08:35 面部注射填充并发症的护理对策 伍艳群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08:35-08:45 肉毒毒素咬肌内安全注射及常见不良反应的处理 李方伟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08:45-08:55 注射美容严重并发症的回顾与分析 张有良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08:55-09:05 肉毒素的不良反应及处理方案 钱琳翰 北京联合丽格第一医疗美容医院

09:05-09:15 面部手术后未缝合伤口愈合过程临床观察 沈金翠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09:15-09:30 讨论

09:30-11:30 高德美专场 主持人：徐军

09:30-10:00 定义自然动态表情--高德美 OBT 凝胶技术的突破性与优势 刘至昱 上海星和医疗美容

10:00-10:30 大咖带你解锁吉适 马 力 北京爱悦丽格医疗美容

10:30-11:00 我的美丽多选瑅-丽瑅塑型，挺你相上 刘庆阳 PhiSkin 芙艾医疗

11:00-11:30 我的美丽多选瑅-唯瑅，肌肤焕活针的奥秘 晏晓青 北京黄寺医疗美容诊所

11:30-12:00 午餐

12:00-13:00 莫娜丽莎：耳廓美学及耳周抗衰面部年轻化应用 主席：罗盛康

12:00-12:05 开场致辞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2:05-12:30 耳周抗衰的美学与解剖 汪海滨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2:30-12:55 耳廓美学的注射与应用 谢 雯 成都艺星医疗美容

12:55-13:00 总结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3:00-14:00 弗缦活性胶原蛋白卫星会 大会主席：罗盛康

13:00-13:05 开场致辞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3:05-13:30 弗缦胶原蛋白眶周衰老分级新理念及临床应用分享 郭新雯 上海凯渥医疗美容

13:30-13:55 弗缦胶原蛋白全面部紧致抗衰新纪元---C 次方 洪 伟 晶肤医疗美容

13:55-14:00 总结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4:00-15:00 MERZ 卫星会 主席：罗盛康

14:00-14:05 开场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4:05-14:45 CPM 技术的科学与临床应用

Wilson Ho

何维新

（香港）

Ho Wai Sun Clinic

14:45-15:00 讨论 全 体

15:10-16:0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微创与皮肤整形美容分会全委会&合影

2023 年 4 月 2日 星期日

会场三：面部年轻化会场（欣悦厅 A)

08:00-09:30 面部年轻化综合治疗 主持人：石冰 蔡薇

08:00-08:20 中国人群下面部与颈部年轻化治疗专家共识 李 勤 爱思特医疗美容集团

08:20-08:40
医美生物活性与组织诱导材料的概念解读及临床应用

现状分析
石 冰 北京丽都医疗美容医院

08:40-08:55 泪沟和黑眼圈的非手术治疗经验总结 王 琳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



08:55-09:10 眶周年轻化治疗思考 蔡 薇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9:10-09:25 眶周年轻化微创治疗分享 李 黠 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

09:25-09:30 讨论

09:30-10:30 德玛莉卫星会

09:30-09:35 主持 赵恒光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35-10:00 德玛莉头发修复精华液的临床应用与观察 张 凡 北京积水潭医院

10:00-10:25 头皮美塑在非手术和植发术后的联合应用 刘裴华 河南华仁植发

10:25-10:30 互动讨论

10:30-10:45 茶歇

10:45-11:45 面部年轻化综合治疗 主持人：吴燕虹 王曦

10:45-11:00 面部年轻化的综合治疗 颜 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1:00-11:15 颈部老化的改善方案 吴燕虹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11:15-11:30 面部分层无创年轻化进展和落地细节 田艳丽 北京安加医疗美容诊所

11:30-11:45 浅析功效护肤品在面部年轻化微创治疗后的应用 王 曦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45-12:00 午餐

12:00-13:00 创健&悦白生物卫星会 大会主席：李勤

12:00-12:25 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星辰大海 李远宏 沈阳颜悦医疗美容诊所

12:25-13:00 4S 皮肤生态美学在皮肤美容中的应用 王 竞 佛山幼肤医疗美容

13:00-14:00 硕肯医疗卫星会

13:00-13:20 眶周年轻化分层联合治疗 郭彩倪 硕肯医疗集团

13:20-14:00 中胚层蓝海赛道-眶周项目运营 刘 洋 爱思特集团

14:00-15:05 光电及其他年轻化技术 主持人：卢忠 罗玲

14:00-14:15 聚焦超声的临床应用及进展 卢 忠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15-14:25 超声治疗仪对面部松弛下垂改善的临床疗效评估 杨高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4:25-14:35 激光光子联合注射技术在面部年轻化的二十年临床观察 黎咏璇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14:35-14:45 激光光电联合美塑疗法的眶周年轻化治疗 罗 玲 佛山美莱医疗美容整形医院

14:45-14:55 新一代 Nd:YAG 调 Q 激光的特点及多维临床应用 刘丽红 北京研塑医疗美容诊所

14:55-15:05 光电声设备与美塑疗法在面部年轻化方面的联合应用 曹 梁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15:30-16: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面部年轻化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合影

2023 年 4 月 2日 星期日

会场四：眼整形美容会场 (欢悦厅 A）

08:00-09:55 下睑整形论坛 主持人：张英 毕燕龙

08:00-08:10 下睑眶脂肪重置术在下睑不同层次结构中应用的研究进展 张 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8:10-08:20 内切脂肪回填治疗眼袋的体会 张金明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08:20-08:30
经睑结膜入路下睑成形术联合眶隔脂肪游离移植在矫正

伴泪槽畸形中的临床应用
陈 刚 南京中医药大学

08:30-08:40 内切直接内固定整体眶隔和眶脂肪矫正泪沟型眼袋 李高峰 湖南省人民医院

08:40-08:50 眶隔释放重置下睑成形术的技术改进和临床病例分析 杨建民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08:50-09:00 下睑非内翻性倒睫的创新微创矫正术 毕燕龙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09:00-09:10 下睑袋矫正联合中面部提升的临床应用 杨文敬 淄博壹美整形美容医院

09:10-09:20 内入路下睑下至术增大睑裂高度 韩 超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9:20-09:30 上睑眼轮匝肌肌皮瓣在修复下睑外翻中的应用 刘金超 沈阳友谊美容医院

09:30-09:55 讨论、问答

09:55-10:20 茶歇

10:20-11:40 眼周年轻化论坛 主持人：李东 张金明

10:20-10:30 眼睑分裂痣的皮瓣修复 张金明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10:30-10:40 注射、埋线和手术在眶周年轻化的应用随访 王 琳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

10:40-10:50 眼轮匝肌节制韧带的解剖研究与临床应用 罗旭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0:50-11:00 鸟嘴型不等“Z”瓣重建内眦皱褶的临床应用研究 黄泽春 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1:00-11:10 光电技术联合 i-PRF 治疗黑眼圈的应用探讨 陈 华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1:10-11:20 不同年龄人群的眼综合整形方案选择 黎 宁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11:20-11:40 讨论、问答

11:40-12:00 午餐

14:00-15:30 “下睑成形术及眶脂肪重置”热点争鸣 主持人：张英

14:00-15:30
正：张余光 张金明 杨 锋

反：杨 军 郑永生 赵自然

15:30-16: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眼整形美容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合影

2023 年 4 月 2日 星期日

会场五：鼻整形美容会场（欢悦厅 B）

08:00-08:57 第五部分 材料等 主持人：郭宗科 尹卫民 欧阳春

08:00-08:15 非自体材料的鼻整形进展 黎 冻 广西医科大学美容整形中心

08:15-08:23 高密度多孔聚乙烯材料在鼻整形中的应用 谭 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08:23-08:31 3D 扫描技术在鼻整形术中的检测和评估 尹卫民 深圳君焯医疗美容整形研究所广和整形

08:31-08:39 高密度多孔聚乙烯联合耳软骨在鼻尖支架搭建中的灵活应用 张国强 重庆华美整形外科医院

08:39-08:47 耳软骨鼻中隔在亚洲人种鼻尖整形中应用的相关问题 刘 浩 深圳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08:47-08:57
提问与讨论：如何评估材料安全性问题？您在临床工作中是如何把控适应症的？

讨 论 嘉 宾 ：郭宗科 尹卫民 欧阳春 黎冻 张国强 谭谦 刘浩



08:57-10:02 第六部分 鼻修复等 主持人：周柯 王艇 单磊

08:57-09:12 埋线隆鼻对再次鼻整形的影响 张 晨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09:12-09:20 修复性鼻综合整形 20 年经验 邹丽剑 上海一美整形外科医院

09:20-09:28 挛缩鼻、短鼻手术细节及注意事项 王晓杰 广州美杰医疗门诊部

09:28-09:36 鼻整形中如何防止鼻部偏斜的手术细节 郝亚宁 泉州丰泽美莱华美医疗美容门诊部

09:36-09:44 奥美定注射隆鼻并发症处理及二期鼻整形的时机选择 黎 宁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09:44-09:52 鼻整形美容术后修复原因分析 陈锦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9:52-10:02
提问与讨论：如何降低鼻整形的并发症？请您简短的说出最重要的三点个人经验

讨 论 嘉 宾 ：周柯 王艇 单磊 张晨 邹丽剑 郝亚宁 黎宁 王晓杰 陈锦安

10:02-10:52 第七部分 肋软骨整形 主持人：邹丽剑 董帆 徐航

10:02-10:10 全肋与半肋的历程 王 艇 大连明医汇医疗美容门诊

10:10-10:18 Spacer Graft 在肋软骨鼻综合整形中的应用 单 磊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10:18-10:26 内入路肋软骨鼻整形技术 宋茂启 上海时光整形外科医院

10:26-10:34 自体肋软骨“集成支架法”在鼻综合整形术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晋培红 浙江省人民医院

10:34-10:42 自体肋软骨皮质强化或者再造鼻翼软骨的重要性 钟青杰 东莞晗悦医疗美容门诊部

10:42-10:52
提问与讨论：您的肋软骨鼻整形的个人适应症是如何选择的？肋软骨与其他材料比较，并发症如何？

讨 论 嘉 宾 ：邹丽剑 董帆 徐航 王艇 单磊 宋茂启 晋培红 钟青杰

10:52-11:10 茶歇

11:10-12:00 第八部分 其他（个人经验） 主持人：梁晓健 陈锦安 宋茂启

11:10-11:18 鼻缺损的修复再造治疗体会 邵 英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11:18-11:26 鼻整形的年轻化策略 易 曦 长沙颜华医疗美容门诊

11:26-11:34 鼻整形的脱套范围及其作用 柯晴方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

11:34-11:42 脂肪隆鼻在全面部脂肪充填术中的应用及意义 章宏伟 南京华韩奇致美容医院

11:42-11:50 “隐形切口”+全耳软骨鼻整形手术的应用体会 孙 燚 浙江省人民医院

11:50-12:00
提问与讨论：您理解的鼻整形中保守的内容包括什么？鼻整形手术前你会对面部其他亚单位作何评估？

讨 论 嘉 宾 ：梁晓健 张国强 陈锦安 邵英 易曦 宋茂启 柯晴方 章宏伟 孙燚

12:00-12: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鼻整形美容分会全委会&合影

2023 年 4 月 2日 星期日

会场六：皮肤美容会场（欢悦厅 C）

08:00-09:30 黄褐斑与色素性疾病治疗专场（上半场） 主持人：王宝玺 林彤 肖嵘

08:00-08:15 黄褐斑序贯疗法 王宝玺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08:15-08:30 无创皮肤检测在黄褐斑治疗中的地位 尹 锐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08:30-08:45 从黄褐斑的研究进展来谈治疗思路 赖 维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08:45-09:00 黄褐斑光电治疗进展 张 菡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09:00-09:15 从黄褐斑的微观看黄褐斑的综合管理 金 曌 武汉市第一医院

09:15-09:30 讨论

09:30-10:30 黄褐斑与色素性疾病治疗专场（下半场） 主持人：丁艳 孙青

09:30-09:44 光电美白联合治疗的理念与难点 李雪莉 河南省人民医院

09:44-09:58 复杂性色素增生性疾病的光应对策略 严淑贤 曜影医疗

09:58-10:12 中胚层疗法在黄褐斑治疗中的应用 林新瑜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四川省人民医院

10:12-10:26 点阵激光在白癜风治疗中的应用 何焱玲 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

10:26-10:30 讨论

10:30-11:30 德玛莉卫星会

10:30-10:35 主持 吴文育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35-11:00 女性型脱发的治疗体会 魏爱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1:00-11:25 再生医学与毛发再生 杨顶权 中日友好医院

11:25-11:30 互动讨论

11:30-12:00 午餐

12:00-13:00 英诺皮肤世家卫星会

12:00-12:30 御光重塑，聚“胶”新生 赵 波 西班牙英诺皮肤世家大中华区 CSO

12:30-13:00 御光重塑-光老化的最新进展与临床探索 田艳丽 北京安加医疗美容诊所

13:00-14:00 富勒烯全层美白新技术卫星会---美白有方 净斑有法 大会主席：查锦东

13:00-13:20 关于富勒烯针对色斑皮肤的治疗思考 查锦东 云南华美美莱美容医院

13:20-13:40 富勒烯在美白抗炎的临床疗效分享 侯 娜 沈阳百嘉丽医疗美容医院

13:40-14:00 美白“天花板”-肤色肤质同步抗衰新方式 夏文华 北京海医诚美医疗美容门诊部

14:00-15:30 敏感皮肤问题专场 主持人：项蕾红 谢红付 周展超

14:00-14:20 皮肤的感觉机制研究进展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20-14:40 面部敏感的解读 谢红付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4:40-15:00 面部潮红的识与破 涂 颖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00-15:20 敏感皮肤与玫瑰痤疮：临床诊断要点 周展超 南京展超医疗美容诊所

15:20-15:30 讨论

15:40-16: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美容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合影

2023 年 4 月 2日 星期日

会场七：脂肪医学会场（智悦厅）

08:00-10:10 概论、临床与基础 主持人：陈敏亮 鲁树荣 蒙喜永

08:00-08:12 面部脂肪注射的解剖层次及危险区域 吴溯帆 浙江省人民医院



08:12-08:24 脂肪移植技术新进展解读 范巨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08:24-08:36 成分脂肪移植在颜面部年轻化的应用及科学基础 鲁 峰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08:36-08:48 脂肪脱细胞活性蛋白在组织再生中的应用：从基础到临床 李 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8:48-09:00 脂肪组织及干细胞衍生物研究 易成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09:00-09:12 i-PRF 辅助脂肪移植机制的探讨 陈 华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9:12-09:24 脂肪移植新模式：脂肪干细胞小生境的构建及其应用 易阳艳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9:24-09:36 脂肪干细胞外泌体在创面修复中的应用 张 逸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09:36-09:48 从脂肪组成结构看脂肪移植 汪 汇 上海市东方医院

09:48-10:00 浓缩血小板治疗技术（EPT）综述 周亚刚 宁波鄞州唯格医疗美容门诊部

10:00-10:10 脂肪脱细胞活性蛋白辅助大剂量脂肪移植的临床研究 郭震宇 广州中家医家庭医生医学美容医院

10:10-10:30 茶歇

10:30-12:00 吸脂塑形 临床治疗 主持人：曹卫刚 黄金龙 陈华

10:30-10:40 腰腹环吸安全性的一点点经验 冀 宇 浙江省人民医院

10:40-10:50 微创无水肿技术在大容量吸脂中的应用 黄 皓 深圳卓越医疗美容门诊部

10:50-11:00 5G 天使光雕激光辅助吸脂个人体会 张 毓 广州美莱医疗美容门诊部

11:00-11:10 水动力脂肪抽吸和填充术的临床探索研究 龚震宇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11:10-11:20 臀部吸脂在体型雕塑中的应用 冀 宇 浙江省人民医院

11:20-11:30 吸脂轮廓雕塑手术的流行趋势调查和应对技术策略探讨 严 晟 浙江省人民医院

11:30-11:40
患者基线炎症水平对自体脂肪移植隆乳术后脂肪体积保

持率的影响
张晓宇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1:40-11:50 脂肪与自身免疫学疾病 谢 芸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1:50-12:00 脂肪在瘢痕修复治疗中的作用 齐彦文 中日友好医院

12:00-14:00 午餐

14:00-15:36 大剂量脂肪移植及并发症 主持人：鲁峰 易成刚 夏炜

14:00-14:12 自体脂肪移植隆胸术案例长期结果和脂肪转归观察 刘成胜 北京京美医疗美容门诊部

14:12-14:24 假体外脂肪隆乳术 王志军 南京六博医疗美容门诊部

14:24-14:36 巴西翘臀术过程中的细节探讨及心得体会 陶 灵 重庆如花医疗美容门诊部

14:36-14:48 自体脂肪在东方女性丰臀的美学要点与临床操作 任学会 北京禾美嘉医疗美容门诊部

14:48-15:00
双平面假体植入联合自体脂肪移植复合丰胸术的

临床应用经验
郭金才 浙江省人民医院

15:00-15:12
自体脂肪移植后脂肪坏死油囊肿形成的机制及

预防策略的研究
刘宏伟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2-15:24 吸脂术后并发症及处理 孙延辉 成都军大整形外科医院

15:24-15:36 脂肪移植术后囊肿形成原因及处理 李广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40-16:2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脂肪医学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合影

2023 年 4 月 2日 星期日

会场八：乳房整形&内窥镜整形外科会场（102 会议室）

08:30-11:30 内窥镜隆乳及除皱 主持人：余力 穆大力

08:30-08:45 内窥镜隆乳术中的出血控制 栾 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08:45-09:00 腋窝切口内窥镜隆乳术长期效果：53 例报告 余 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09:00-09:15 双平面假体隆胸的实践与改进 吕金陵 上海悦目佳容医疗美容门诊部

09:15-09:30 内窥镜辅助腋窝切口男性乳房肥大切除术 穆大力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09:30-09:45 内窥镜假体植入复合脂肪隆乳的应用体会 辛敏强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09:45-10:00 讨论

10:00-10:15 内窥镜辅助下皱襞成型术矫正乳房假体下移 汪 灏 上海美莱医疗美容门诊部

10:15-10:30 腋窝入路全程直视假体隆乳手术——2356 例的手术经验 谢卫国 上海华美医疗美容医院

10:30-10:45 内窥镜辅助腋窝切口松垂小乳矫正策略 郝永生 广州华美医疗美容医院

10:45-11:00 内窥镜验证传统的盲视下剥离丰胸如何达到较好的效果 刘学军 深圳刘博士医疗美容诊所

11:00-11:15 内窥镜在修复假体隆乳术后并发症中的应用 吴继东 北京丽都医疗美容医院

11:15-11:30 讨论

11:30-12:00 午餐

12:00-14:00 内窥镜隆乳及除皱 主持人：谢宏彬 谭谦

12:00-12:15 内窥镜额部除皱视频演示 谢宏彬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2:15-12:30 内窥镜下额部肿物切除术 孙艺谋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2:30-12:45 全程直视下腋窝入路内镜辅助双平面隆乳术 严文辉 深圳市龙华区妇幼保健院

12:45-13:00 内窥镜在假体隆乳术后并发症修复术中的应用 唐新辉 深圳富华医疗美容医院

13:00-13:15 内窥镜技术在腹壁整形术中的应用 崔 鑫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整形医院

13:15-13:30 内窥镜在整形美容外科中的应用 敬 爽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13:30-13:45 内窥镜下如何解决假体隆乳术后动态畸形 杨永胜 黑龙江瑞丽整形美容医院

13:45-14:00 讨论

14:00-14: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乳房整形分会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合影

14:40-15: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内窥镜整形外科分会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合影

2023 年 4 月 2日 星期日

会场九：新技术与新材料会场（103 会议室）

08:00-10:45 光电新技术与应用 主持人：李文志 牛军州 郑宗梅

08:00-08:15 1064nm&2940nm 双波长激光平台的临床探讨 陶 卫 重庆当代整形外科医院

08:15-08:30 Elite+：长脉宽 1064nm 抗衰的应用技巧与效果 闫 言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08:30-08:45 1550 非剥脱点阵激光在面部年轻化中的应用 卢 忠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8:45-09:00 激光参数在激光紧肤、除皱治疗中的设定与把控 李文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09:00-09:15 1064nmQxMax 极秒激光多模式原理解析及临床应用分享 牛军州 昆明橙蝶医疗美容诊所

09:15-09:30 强脉冲光在面部年轻化治疗中的应用 周炳荣 江苏省人民医院

09:30-09:45 dpl 技术在皮肤屏障修复治疗的新应用 冯燕艳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09:45-10:00 从无痛精细化角度看面部年轻化的光子治疗策略 高 扬 原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0:00-10:15
基于 BBL PLUS 技术的新型强脉冲光全身抗衰突破性应用

进展
田艳丽 北京安加医疗美容诊所

10:15-10:30 超脉冲二氧化碳点阵在眶周年轻化方面的治疗 高 琳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0:30-10:45 1565 非剥脱激光在面部年轻化的治疗心得分享 钱琳翰 北京联合丽格第一医疗美容医院

10:45-11:00 茶歇

11:00-12:00 A 型肉毒毒素临床研究与应用新进展 主持人:王琳 刘会省 胡守舵

11:00-11:15
美容手术切口早期预防性应用 A 型肉毒杆菌毒素对瘢痕

形成的影响
李 缘 南京华韩奇致美容医院

11:15-11:30

真皮内注射 A型肉毒毒素对头皮油脂分泌的调节：一项

在中国人群中进行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

前瞻性研究

李祎铭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30-11:45 A 型肉毒毒素注射治疗良性腮腺肥大的研究 李广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45-12:00 东西方人群肉毒素注射的差异与注意事项 宋 彬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2:00-13:00 午餐

13:00-14:15 新材料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 主持人：辛瑜 冯永强 林飞燕

13:00-13:15 湿性愈合敷料在医美术后黄金 72 小时的应用分享 林飞燕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13:15-13:30 天然多糖材料的超临界态交联技术探索 辛 瑜 江南大学

13:30-13:45 透明质酸改善鼻唇沟的临床应用 佟 骁 北京八大处整形医疗美容医院

13:45-14:00 三氯乙酸（TCA）成分解析及临床应用 查锦东 云南华美美莱美容医院

14:00-14:15 CPM 新型透明质酸填充剂的临床应用 李文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14:30-15:45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新技术与新材料分会全委会&合影

2023 年 4 月 2日 星期日

会场十：远想学术专场（博悦厅）

08:30-08:35 致辞 陈玉容 广州远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8:35-08:40 致辞 郑 荃 郑荃丽格医疗美容连锁

08:40-09:10 外泌体技术发展历程与医美领域应用 程 芳 远想医学研究院

09:10-09:40 微针治疗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2022 版）解读 郑 荃 郑荃丽格医疗美容连锁

09:40-10:10 美白抗衰再生技术趋势 赖 维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0:10-10:40 凝光 E.R.T 外泌体在皮肤美容的临床应用 黄 海 上海美莱医疗美容门诊部

10:40-11:10 黄褐斑研究新进展-伊肤泉克斑之星联合应用 麦 跃 长沙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11:10-11:40 微针在痤疮凹陷性疤痕治疗中的应用 王师平 西安画美医疗美容医院

11:40-12:10 阴道微生态在私密医美的新应用 季 菲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12:10-12:15 互动环节（问题答疑）

12:15-12:35 全委会

2023 年 4 月 2日 星期日

会场十一：乐提葆肉毒毒素专场（相悦厅）

09:30-09:35 韩国秀杰领导致辞 池昇昱 韩国秀杰中国区总经理

09:35-09:40 渼颜空间领导致辞 明 健 四环渼颜空间营销一部负责人

09:40-10:25 乐提葆肉毒毒素微滴临床应用介绍 田鹏飞 重庆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院

10:25-11:10 乐提葆肉毒毒素瘦腿注射技巧分享 刘艳华 成都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

11:10-11:55 肉毒毒素特殊部位注射技巧分享 白转丽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55-12:00 结束总结 明 健 四环渼颜空间营销一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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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报名

扫描关注公众号

进入微官网预定

支付码

双床房：660 元/间（含早）
拼 房：330 元/床位（含早）

大床房/双床房：560 元/间（含早）
拼 房：280 元/床位(含早）

大床房/双床房：560 元/间（含早）
拼 房：280 元/床位（含早）

注册信息

3 月 20 日前注册缴费￥1,000，3 月 20 日起注册缴费￥1,500

报名方式

1. 会议官网报名：www.miam.org.cn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报名

付款方式：

1. 银行汇款： 2. 扫码付款

户 名：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长河湾支行

帐 号：1100 1068 9000 5250 0320

备 注：

 请在银行转账上备注会议名称MIAM+姓名。

 收到费用后，注册付费确认函将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发票将在现场注册时统一发放。

 汇款后请把汇款凭证发送到miapsd3@163.com邮箱并备注姓名+手机号。

酒店信息:（大会组委会提供免费接送班车（会议酒店-会场））

 预定方式

1.会议官网 http://miam.org.cn

2.微官网预定

酒店预定遵循先定先得的原则，现场不保证住宿房源

 住宿取消政策

如果取消或更改预定，请发邮件至：hotel@miam.org.cn

•邮件发送格式:会议名称+姓名+住宿酒店+申请退款金额

•2023 年 3 月 1日(含)之前取消，退还所缴费用的 90%(含手续费)；之后取消，收取 1 晚房费作为取消费用

•选择拼住的，大会将随机安排，若最终未能拼上的，产生的自然单房差由个人承担

•未支付全额房费，现场不保证房源

http://www.miam.org.cn
http://miam.org.cn/web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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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

火车

联系方式

联系人：钱伟、胡蓓玲

联系方式：13301690993、13636607197

Email：hotel@miam.org.cn

交通信息

江北机场—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出租车：全程 12 公里，约 20 分钟到达

公共交通：轨道交通 10 号线（江北机场 T2 航站楼站）--悦来站换乘国博线—国博中心站--

步行 860 米到达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重庆北站—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出租车：全程 29.7 公里，约 40 分钟到达

公共交通：轨道交通 10 号线（重庆北站北广场站）--悦来站换乘国博线—国博中心站---

步行 860 米到达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重庆西站—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出租车：全程 36 公里，约 45 分钟到达

公共交通：轨道交通环线（重庆西站）--冉家坝站换乘轨道交通 6号线—礼嘉站换乘国博线—

国博中心站--步行 860 米到达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重庆火车站--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出租车：全程 30 公里，约 40 分钟到达

公共交通：轨道交通 3 号线（两路口站）--红旗河沟站换乘轨道交通 6号线—礼嘉站换乘国博线

--国博中心站--步行 860 米到达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重庆南站--重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出租车：全程 40 公里，约 50 分钟到达

公共交通：公交 438 路（南车站）上车--杨家坪壹心壹学校站步行 410 米换乘轨道交通 2号线—

牛角沱站换乘轨道交通 3 号线—红旗河沟站换乘轨道交通 6号线—礼嘉站换乘国博线

--国博中心站--步行 860 米到达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