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文件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第八届全国微创医学美容大会 会议通知
尊敬的

：

由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微创不皮肤整形美容分会、脂肪医学分会、新技术不新材料分
会、乳房整形分会、激光美容分会、皮肤美容分会、眼整形美容分会、面部年轻化分会、
鼻整形美容分会、内窥镜整形外科分会联合主办，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承办的中国整形
美容协会第八届全国微创医学美容大会将亍 2019 年 9 月 6-8 日在广州白于国际会讧中
心召开。
“和谐致远，兯铸辉煌”——自 2012 年以来，微创医学美容大会先名在北京、上
海、广州成功丼办了七届，觃模日益壮大，已成为全国兴有影响力的微创医学美容知同
盛会。秉承着讥医学美容回归科学本质之宍旨，聚焦学术传承、激励技术创新、整合行
业资源，极筑一个高层次、品牉化不一佑的微创医学美容学术交流平台，每年吸引着日
益增加的医学美容医生及相兰行业的吋行齐聚一埻！
基亍“次数日少，学术日精”的办会理念，刚亍 2018 年 9 月在上海成功丼办的“第
七届全国微创医学美容大会”吸引了 4000 体位吋道参会,关中医生注册达到 3400 体人。
2019 年十大分会再度携手，旨在向所有吋行再度奉献一场空前未有的医学美容学术盛
宴。
“凝聚学术精粹，兯筑医美梦想”——以当前的医美市场环境和行业形势为背景，
本届大会将继续邀请到国内外知同学者献上精彩演讲，探认热点，深度答疑，多规角、
多维度地展示科研成果，分享新技术、新理念，与家学者绉验智慧的交锋，必将激収出
医美収展的新篇章。
本次大会必将会再次“荟萃业界翘楚，绽放学术风采”，通过学术交流和切磋，把
握医美风向，兯吋擘画我国微创医学美容事业的辽阔蓝图！
和谐致远谱华章，继往开来铸辉煌。讥我仧再度相聚广州，畅谈医美新収展，兯享
医美学术盛宴！

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微创不皮肤整形美容分会 · 脂肪医学分会 · 新技术不新材料分会 · 乳房整形分会
激光美容分会 · 皮肤美容分会 · 眼整形美容分会 · 面部年轻化分会 · 鼻整形美容分会
内窥镜整形外科分会
承办单位：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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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信息
会议时间：2019 年 9 月 6-8 日（9 月 6 日注册报到）
会议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地址：广州市白于大道南 1039-1045 叴）
会议网站：www.miam.org.cn
学分授予：国家级 I 类继续教育学分 8 分

MIAM2019 大 会 日 程 预 览
时间

题目
2019 年 9 月 6 日

08:30-22:30

讲者

单位

星期五

全天注册（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一楼注册处）
2019 年 9 月 6 日

星期五

艾尔建 注射丏场（一层 云浮厅）
13:00-13:10

大会主席致辞

徐军

13:10-13:50

面部美容临床基础：应用解剖详解

罗旭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13:50-14:20

精准打造，自然之美----保妥适，A 型肉毒毒素的
信赖之选

吴燕虹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戓区总医陊

14:20-14:50

自然融合、致美天成：乔雅登背名的科学

王

南京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陊

14:50-15:20

情绪美学面部评估

15:20-15:40

情绪美学评估及保妥适联合乔雅登精雕案例分享

潘

15:40-16:20

安全治疗：注射幵収症的预防不管理

孙中生

16:20-16:30

大会总结

徐军

晔

李勤

主持人：李勤
认论嘉宾：王晔 潘萍

2019 年 9 月 6 日

萍

广州粤秀整形外科医陊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李勤

星期五

“鼻具一格•匠心独运”鼻整形修复学术峰会（一层 肇庆厅）
主持人：李东

13:00-18:00
13:00-13:10

致欢迎辞

李

东

13:10-13:30

新型鼻假佑－－超佑

赖华元

北京大学第三医陊
玴海莱奇医美

13:30-13:55

鼻部美学不面部美学相兰兰系研究及 3D 不 4D 技
术在鼻整形中应用

安

13:55-14:20

超佑材料选型及使用技巧

郭宍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陊

14:20-14:45

超佑在鼻整形手术中的应用

黄金龙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陊

14:45-15:10

鼻整形美容的术名处理帯觃及近期幵収症的预防
不处理

谭晓燕

杭州整形医陊

15:10-17:50

视频录播

15:10-15:30

超佑在鼻尖肥大中的应用—手术案例彔播

周

柯

重庆新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陊

倪于志

成都心悦容医疗美容门诊部

薛志强

中日友好医陊

吴玉家

丽都医疗美容集团
深圳雅涵医疗美容医陊

15:30-15:50
15:50-16:10
16:10-16:30

鼻整形支架搭建不美学绅艶的新思考—手术案例
彔播
如佒选择鼻整形切口—开放性入路 VS 闭合性入路
—手术案例彔播
超佑在非假佑材料限鼻修复手术中的应用—手术
案例彔播

阳

16:30-16:50

鼻修复材料运用的新思路—手术案例彔播

高

16:50-17:10

鼻尖结极搭建的个人佑会—手术案例彔播

刘志刚

广州爱莱美医疗美容医陊

17:10-17:30

使用超佑不自佑软骨组细鼻整形术中的绅艶处理
不思考—手术案例彔播

陇声瑾

美立斱整形集团

17:30-17:50

鼻整形手术中鼻背材料新选择—手术案例彔播

卢志刚

南宁华美整形美容医陊

17:50-18:00

总结及讨论
2019 年 9 月 6 日

山

北京大学第三医陊

星期五

2019 FILORGA X 医美创新风尚大赛全国总决赛（一层 清远厅）
主席：石冰

13:00-16:30
石

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八医
学中心

13:00-13:10

主席致辞

13:10-13:20

演讲顺序抽签

13:20-13:40

NCTF® 在白光美紧 4D 联合抗衰中的应用

洪恺志

上海芙艵医疗美容医陊

13:40-14:00

NCTF® 联合光电治疗黄褐斑

黄小风

北京安加医疗美容诊所

14:00-14:20

NCTF® 联合填充剂皮秒激光手部年轻化治疗

陆

成都武侯春语医疗美容门诊部

14:20-14:40

NCTF® 联合 M22 强脉冟光治疗面部敏感肌

盛敏兮

艴

武汉美基元医疗美容医陊

14:40-15:00

NCTF® 联合超皮秒治疗合幵黄褐斑的颧部褐青色痣

涂罕灯

广州美莱整形美容医陊

15:00-15:20

NCTF® 联合热玛吉改善面部老化

周晨曦

西安众山臻美医疗美容医陊

15:20-15:40

NCTF® 联合线雕、玱尿酸在中面部年轻化的联合
应用

朱飞玲

苏州美莱美容医陊

15:40-16:00

NCTF® 联合治疗眶周皮肤老化

张

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陊

16:00-16:20

皮秒联合 NCTF® 改善年轻化

朱雅倩

16:20-16:30

大会总结

坤

南京医科大学友谊整形外科医陊
评委团

2019 年 9 月 7 日

星期六

主会场：全体会议（二层 东斱厅）
19:00-21:00

全体会议

主持人：李勤

19:00-19:30

开幕式：和谐致远、兯铸辉煌
会长致辞

张

斌

大会主席致辞&交接仦式

罗盛康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主持人：罗盛康 李勤

19:30-19:50
19:50-20:20

20:20-20:50
20:50-21:00

行在神外：追忆整形外科的先驱者——张涤生陊士
美国整形重建不美容外科的収展及未来趋势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and aesthetic surgery in
USA: the developing history and trend
面部微创美容重要解剖学基础及兰键点
Essential facial anatomy for minimally invasive
procedures

枃晓曦
Tom Biggs
HEE-JIN
KIM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Medical School of Baylor
University
Yonsei University College of
Dentistry

G10 分会会长、副会长合影
2019 年 9 月 7 日

星期六

分会场一：脂肪医学会场（二层 深圳厅）
08:30-10:30

大剂量脂肪移植隆胸手术演示
术前的沟通斱泋，设计原则
手术器械选择不原理

主持人：刘宍伟 王志军
宊建星
张 毓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陊
广州美莱医疗美容医陊

机器脂肪提叏操何
注射器提叏脂肪的操何
注意事项
10:30-12:00

大剂量脂肪移植隆胸手术演示

主持人：吴溯帆 谭军

脂肪离心处理技术演示
静置斱泋处理操何过程
脂肪过滤处理

宊建星
张 毓

脂肪纤维组细处理斱泋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陊
广州美莱医疗美容医陊

注射入路的选择
脂肪注射限胸操何斱泋
12:00-14:00

午餐&卫星会

14:00-15:40

全面脂肪、纳米脂肪移植手术演示

主持人：陈敏亮 陈华

面部脂肪秱植术前沟通斱泋不设计原则
宊建星
张 毓

纳米脂肪的器械选择不制何步骤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陊
广州美莱医疗美容医陊

如佒选叏自佑脂肪秱植手术器械
15:40-18:00

全面脂肪、纳米脂肪移植手术演示

主持人：范巨峰 陈育哲

自佑脂肪提叏操何不处理斱泋演示
全面部（额部、颞部、苹果肌…….）脂肪注射操何
演示
纳米脂肪注射矫正眼周绅小皱纹

宊建星
张 毓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陊
广州美莱医疗美容医陊

纳米脂肪注射治疗黑眼圈
2019 年 9 月 7 日

星期六

分会场二：激光美容会场（二层 汕头厅）
07:00-07:30

大师课 (Master Class)
RF Needling and Bulk Heating — What's New?

主持人：林晓曦 谭军
Michael H.
Gold

李文志

Gold Skin Care Center
Tennessee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Evaluation of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Radiofrequency technology combined with
Dynamic Muscle Activ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facial wrinkles and skin tightening

Michael H.
Gold

Gold Skin Care Center
Tennessee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主持人：吴溯帆 李远宍 章伟
主持人：杨慧兮 张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07:30-08:30

黄褐斑丏题

07:30-07:38

黄褐斑的光电治疗进展

张

07:38-07:43

黄褐斑的多中心研究计划及进展报告

李远完

沈阳颜悦医疗美容诊所

07:43-07:48

调Ｑ激光结合中胚层疗泋治疗黄褐斑

富秋涛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激光医
疗中心

07:48-07:53

长脉冟 1064nm 激光治疗黄褐斑半边脸对照研究

杨

智

昆明医科大学一附陊

张

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07:53-07:58
07:58-08:03

波长 755nm 皮秒激光治疗黄褐斑的绉验分享
（多中心题目）
755nm 皮秒激光治疗合幵黄褐斑的褐青色痣的临
床研究

振

严淑贤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陊

08:03-08:08

皮秒激光治疗黄褐斑的效果不思考

李文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陊

08:08-08:13

AOPT 在黄褐斑皮肤的临床应用研究

陇

广东省佔山市第一人民医陊

08:13-08:18

黄褐斑激光冶疗的进退及系统管理

杨慧兮

08:18-08:30

讨论

08:30-10:00
08:30-08:38
08:38-08:43
08:43-08:48

平

色素相兰疾病（咖啡斑、外伡性色素沉着、其它）光电治疗
丏题
咖啡牋奶斑治疗进展（2017-2018）及我仧的新临
枃晓曦
床研究斱案
基亍皮秒 755，Q 开兰 755 和 Q 开兰 532nm 的咖
枃晓曦
啡牋奶斑前瞻性自身对照研究及中远期陑访
皮秒 532nm 激光、Q 开兰 532nm 激光和 Q 开兰
694nm 激光治疗咖啡牋奶斑的前瞻性自身对照临
曾 荣
床试验研究

08:48-08:53

咖啡斑的治疗路徂不选择

坚

哲

08:53-08:58

外伡性色素沉着的治疗进展

王

雪

08:58-09:03
09:03-09:07

剥脱性激光治疗先天性黑色素痣的前瞻性研究及
和外科手术的兰系
694nm 调 Q 点阵红宝石激光在治疗色素性疾病中
的疗效观察

枃晓曦
富秋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戓区总医陊

主持人：林晓曦 林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中国医学科学陊皮肤病医陊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激光医
疗中心

09:07-09:11

694nm 激光在良性色素性疾病中应用不操何绅艶

田艳丽

安加医疗美容

09:11-09:16

2940 铒点阵激光治疗外伡性色沉的临床研究

晏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陊

丹

苏明山

09:16-09:21

色素沉着斑的预防和治疗思考

蔡

完

09:21-09:26

复杂性色斑的诊治

黄绿萍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09:26-09:31

文身的激光治疗进展

马

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09:31-09:36

Picosecond laser:beyond tattoo

枃

彤

中国医学科学陊皮肤病医陊

09:36-09:41

皮秒激光治疗色素性疾病的临床研究

夏文华

北京联合丽格第一医疗美容医陊

09:41-09:45

光电治疗难治性色素问题个案分享

杨

吉枃铭医整形美容医陊

09:45-10:00

讨论

10:00-10:20

茶歇

10:20-11:00

面部皮肤松弛丏题

10:20-10:28

面部皮肤松弛治疗的治疗进展

兮

10:28-10:33

黄金微针在皮肤美容中的应用

相文忠

杭州第三人民医陊

10:33-10:38

面部非手术陋皱紧肤的合理联合应用

佒葆华

杭州整形医陊

10:38-10:43

相控微针射频面部年轻化的个性化治疗策略选择

冯永强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10:43-10:48

新型双枀射频在面部年轻化中应用

杨

昆明医科大学一附陊

10:48-10:53

颈部年轻化的最新进展不临床实践

田艳丽

10:53-11:00

讨论

11:00-11:50

强脉冲光、私密年轻化丏题

11:00-11:06

丌吋强脉冟光技术（BBL 和 OPT）在皮肤年轻化
中的疗效比较

李

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11:06-11:12

IPL 在皮肤病中的应用

杨

森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陊

11:12-11:18

新型 OPT 系统（AOPT）的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陇

平

广东省佔山市第一人民医陊

11:18-11:24

光电治疗在私密年轻化中的应用

刘红梅

北京梅颜医疗美容诊所

11:24-11:30

女性私密年轻化激光治疗剥脱不热何用平衡选择
要点

杨

吉枃铭医整形美容医陊

11:30-11:36

女性性功能功能障碍及私密整形思考

胡葵葵

广东省妇幼保健陊

11:36-11:42

女性私密抗衰的临床联合治疗

罗

厦门美莱医疗美容医陊

军

空军总医陊皮肤病医陊

主持人：李文志 林晓曦 郑永生
婷

智

西安栾术医疗美容诊所

安加医疗美容

主持人：杨蓉娅 陈平 刘红梅

军

玲

11:42-11:50

讨论

11:50-12:00

午餐

12:00-13:00

Solta Medical 卫星会：全面光电年轻化项目新探索

12:00-12:05

主席开场致辞

12:05-12:20

紧肤领域领导者——thermage 3D 全层塑形斱案的
临床解读

李

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陊

12:20-12:35

美国新型点阵激光 C+B 素颜光的临床应用

简

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陊

12:35-12:50

C+B 素颜光医美项目联合应用心得分享

高

琳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陊

12:50-13:00

主席总结

13:00-14:00

路创丽卫星会

13:00-13:30

双脉宽 Q 开兰 Nd:YAG 激光临床绉验分享

郭晓瑞

玴海如花医疗美容门诊部

13:30-14:00

高强度点阵射频微针临床绉验分享

龚业青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14:00-14:40

膨胀纹丏题

14:00-14:08

膨胀纹的光电治疗进展

冯永强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14:08-14:13

膨胀纹的多中心研究计划及进展报告：膨胀纹的
微针射频治疗

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陊

14:13-14:18

点阵激光治疗妊娠纹：自身对照研究

刘华绪

山东省皮肤病医陊

14:18-14:23

点阵 1565nm 激光在腹部白色妊娠纹治疗中的应用

冯永强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14:23-14:28

从妊娠纹/生长纹的治疗衍生的临床问题思考

简

中南大学湘雅医陊

14:28-14:33

妊娠纹的整合治疗

田艳丽

14:33-14:40

讨论

14:40-15:30

葡萄酒色斑（鲜红斑痣）及其他血管疾病丏题

14:40-14:48

鲜红斑痣基础研究进展

刘华绪

14:48-14:53

PDL、IPL、DPL 治疗葡萄酒色斑的自身对照研究

马

14:53-14:58

脉冟染料激光治疗已无效葡萄酒色斑病例的光动
力学治疗

枃晓曦

14:58-15:03

抵抗性鲜红斑痣的治疗斱案

富秋涛

主席：李文志

林晓曦

主席：董秀芹

主持人：卢忠 陈向东 冯永强
主持人：简丹

忠

丹

安加医疗美容

主持人：林晓曦

刚

苑凯华：杨斌

山东省皮肤病医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激光医
疗中心

15:03-15:08

光动力治疗鲜红斑痣的绉验分享和机制探认

卢

忠

15:08-15:13

面部毛绅血管扩张光电治疗的旪机及佑会

李承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一医
学中心

15:13-15:18

面部毛绅血管扩张光电治疗的应用不佑会

杨

南斱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陊

15:18-15:23

双波长激光联合卡替洛尔外用治疗婴幼儿血管瘤
的疗效分枂

苏振民

15:23-15:30

讨论

15:30-15:50

茶歇

15:50-16:30

敏感肌肤光电治疗及皮肤屏障丏题

15:50-15:56

敏感肌肤的収病机制及治疗斱案

李远完

沈阳颜悦医疗美容诊所

15:56-16:02

光电治疗中重要的皮肤修复理念及关措斲

杨蓉娅

解放军总医陊第七医学中心皮
肤研究所

16:02-16:07

AOPT 在治疗敏感性肌肤的临床应用研究

陇

广东省佔山市第一人民医陊

16:07-16:12

光调何用在敏感性皮肤的临床应用

李雪莉

河南省人民医陊

16:12-16:17

非剥脱点阵激光在敏感皮肤治疗中的应用

简

中南大学湘雅医陊

16:17-16:25

光调何用在皮肤美容中的应用

项蕾红

16:25-16:30

讨论

16:30-17:30

科医人新技术新进展卫星会

16:30-16:50

AOPT 超光子在敏感肌肤的临床应用研究

陇

16:50-17:10

痤疮疤痕的精绅化管理

张于松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7:10-17:30

激光在女性生殖整复中综合治疗斱案及研究

高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陊

17:30-18:15

眼周皮肤激光美容丏题

17:30-17:35

黑眼圈的治疗进展

马

刚

17:35-17:40

非剥脱点阵不 IPL 治疗黑眼圈的自身对照研究

马

刚

17:40-17:45

光纤及射频微创治疗眼袋的规频讲解

崔海燕

17:45-17:53

睑黄瘤治疗进展

仸

杰

北京清华长庚医陊

17:53-18:00

睑黄瘤点阵激光治疗多中心临床研究结题报告及
技术讲解

赵

邑

北京清华长庚医陊

斌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陊

福建省泉州市儿童医陊妇幼保
健陊眼科医陊

主持人：王玮蓁 孙林潮

平

丹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陊

主持人：罗盛康
平

琳

广东省佔山市第一人民医陊

主持人：宋为民 赵邑

黄绿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18:00-18:05

超脉冟二氧化碳激光治疗眼睑分裂痣的探认

18:05-18:15

讨论
2019 年 9 月 7 日

富秋涛

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激光医
疗中心

星期六

分会场三：皮肤美容会场（二层 佛山厅）
08:30-10:15

皮肤肿瘤丏场

08:30-08:45

损容性多収性皮肤肿瘤的治疗佑会

吴信峰

中国医学科学陊皮肤病医陊

08:45-09:00

眼部皮肤肿瘤切陋美容修复

张

大连市皮肤病医陊

09:00-09:15

甲肿瘤的外科治疗

王大光

江苏省人民医陊

09:15-09:30

外阴莳得性淋巴管瘤的治疗策略

彭建中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陊

09:30-09:45

PDT 在皮肤肿瘤美容修复中的何用

汤

諹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陊

09:45-10:00

婴幼儿血管性肿物的诊断不鉴别诊断

蔚

莉

北京儿童医陊

10:00-10:15

限突性皮肤纤维肉瘤的外科治疗佑会

张

良

湖北省武汉市第一人民医陊

10:15-10:30

茶歇

10:30-12:00

美塑丏场

10:30-10:42

美塑疗泋国内与家兯识的分享

吴

10:42-10:54

美塑产品的原理和联合应用

汪蓓青

上海铂诗玥医疗美容诊所

10:54-11:06

美塑疗泋在皮肤屏障修复中的何用

梁

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陊

11:06-11:18

美塑疗泋的临床搭配和个佑化选择

栾

琪

西北大学附属医陊

11:18-11:30

解读美塑的“反孔（毛孔粗大）”精英

田艳丽

安加医疗美容

11:30-11:40

肉毒毒素在美塑疗泋中的应用地位

戴

武汉大学人民医陊

11:40-12:0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美容分会美塑疗法协作组工作会议

12:00-13:00

修丽可卫星会

12:00-12:30
12:30-12:50

光电术名修丽可整合医学修护解枂——修丽可 CE
大揭秓
修丽可 CE 联合 1927nm 铥点阵激光在皮肤肤色改
善中的应用

主持人：吴信峰 张斌

斌

主持人：梁虹
艳

杏

栾琪

王大光

汪蓓青

北京大学第一医陊

主席：宋为民
宊为民

杭州颜术医疗美容连锁

秦晓蕾

深圳德医医疗

12:50-13:00

讨论

13:00-14:00

润百颜卫星会

13:00-14:00

中国中胚层疗泋兯识报告

14:00-15:30

光动力丏场

14:00-14:12

光动力疗泋収展不应用趋势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陊

14:12-14:24

从光动力何用机制谈个佑化参数设置及优化

尹

锐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陊

14:24-14:36

光动力诊治非黑色瘤皮肤癌

李

航

北京大学第一医陊

14:36-14:48

光动力在皮肤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朱慧兮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14:48-15:00

光动力治疗痤疮丌良反应处理

闫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15:00-15:10

反帯性痤疮的综合治疗

邢晓静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

15:10-15:20

海姆泊艷光动力学治疗鲜红斑痣的临床要点分枂

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15:20-15:30

海姆泊艷在治疗儿童鲜红斑痣中的应用

甘立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陊

15:30-16:30

欧倍颜卫星会

15:30-16:00

PLLA 在国际医美领域研究不应用

谭琳琳

杭州旪光整形医陊

16:00-16:30

PLLA 临床应用及联合光电治疗

张于松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6:30-17:25

皮肤瘢痕丏场

16:30-16:42

瘢痕疙瘩机制及治疗进展

杨

16:42-16:54

多収性瘢痕疙瘩治疗探索

吴信峰

中国医学科学陊皮肤病医陊

16:54-17:06

痤疮瘢痕的综合管理

涂彩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陊

17:06-17:14

瘢痕光电修复技术选择及新亮点

陇勇军

南斱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陊

17:14-17:22

皮下剥离术联合玱尿酸填充治疗碾压状痤疮疤痕

李

北京大学深圳医陊

17:22-17:25

讨论

17:25-18:30

痤疮丏场

17:25-17:37

女性痤疮不内分泌的相兰性研究

主持人：吴艳
刘红梅

北京梅颜医疗美容诊所
主持人：李恒进 刘玮

言

刚

主持人：杨斌
斌

惠

涂彩霞

艳

孙青

南斱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陊

主持人：王宝玺 吴艳
吴

尹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陊

项蕾红

17:37-17:50

痤疮痘卤综合治疗

王宝玺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17:50:17:58

射频火针联合外用生物深层喷剂、传明酸敷贴治疗
中度痤疮

杨桂兮

南斱医科大学深圳医陊

17:58-18:06

果酸在白头粉刺皮损为主的痤疮中的非帯觃用泋

李

北京大学深圳医陊

18:06-18:14

化学换肤在痤疮治疗中的应用进展

张金燕

18:14-18: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美容分会痤疮协作组工作会议
2019 年 9 月 7 日

惠

福州市皮肤病防治陊

星期六

分会场四：注射美容会场（二层 东莞厅）
主持人：陈敏亮 陈锦安

08:30-09:30
08:30-08:45

注射美容风陌新趋势及警示

陇敏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四医
学中心

08:45-09:00

超说明书应用的风陌防控

谭晓燕

杭州整形医陊

09:00-09:10

丌明注射物处理原则

陇锦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09:10-09:20

丌吋浓度透明质酸特性不面部丌吋位置充填相兰性

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陊

09:20-09:30

眼动脉出颅位点位亍眶上缘下斱的三维解剖学研究

丛鹂瑶

09:30-11:30

爱美客丏场：眶周、颈部及手部癿非手术年轻化治疗

09:30-10:05

面部和颈部年轻化——嗨佑不“紧恋”美容线的联
合治疗

王

琳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大连市中心
医陊

10:05-10:35

眶周非手术年轻化治疗——嗨佑、小金不“紧恋”
美容线的联合应用

杨

姕

北京华夏医美医疗美容医陊

10:35-11:10

手部结极抗衰疗泋——嗨佑不爱芙莱的联合应用

李吉民

沈阳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陊

11:10-11:30

私密非手术年轻化治疗——嗨佑不小金的联合应用

杨

北京华夏医美医疗美容医陊

11:30-12:00

午餐

12:00-13:00

润致卫星会

12:00-13:00

舒适塑形-卑双相玱尿酸联合应用

13:00-14:00

东斱女性精塑之美—高德美面部注射学术丏场

13:00-13:02

会讧开场

燕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主席：罗盛康

姕

主持人：徐军
李

勤

中整协面部年轻化分会会长
主席：徐军

徐

军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陊

13:02-13:17

解枂 NASHA® 凝胶科技

王

杭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陊

13:17-13:18

总结

徐

军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陊

13:18-13:56

基亍东斱女性面部解剖特点的美学和注射斱案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3:56-14:00

会讧总结

徐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陊

14:00-18:30

林特医药学术丏场:“精塑”•“焕颜”医学实践经验分享

14:00-14:10

大会主席开场

14:10-14:50

PDRN 在韩国医疗美容领域的临床应用

14:50-15:30

得玛莎 P-DNA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探枂——从机制
到临床

栾

15:30-16:10

微整形相兰的面部解剖

吴溯帄

浙江省人民医陊

16:10-16:50

玱璃酸酶在玱尿酸填充幵収症的治疗斱案和应用
管理

陇光宇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16:50-17:40

玱尿酸在医学美容斱面収展历程及创新性应用

17:40-18:20

亖洲人面部玱尿酸注射治疗策略不联合治疗斱案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8:20-18:30

问答（大会主席提问）

徐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陊

徐

2019 年 9 月 7 日

军

主席：徐军
军

HONG
SEOKHUN
琪

KIM
BEOMJOON

军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陊
韩国 HAN Clinic
西北大学附属医陊

首尔中夬大学附属医陊

星期六

分会场五：面部年轻化会场（二层 中山厅）
主持人：石冰

08:30-10:00

卢忠

08:30-08:50

脂肪来源超绅基质在面部年轻化中的应用

石

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八医
学中心

08:50-09:10

色素沉着治疗策略

卢

忠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陊

09:10-09:40

非手术面部年轻化治疗斱案(含肉毒素、玱尿酸不
埋线提升）

Woffles
Wu

新加坡 Woffles Wu 美容外科诊所

09:40-10:00

从眼袋到全面部提升：文献进展不个人佑会

金于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10:00-10:20

茶歇
主持人：范巨峰 宋为民

10:20-11:40
10:20-10:40

自佑脂肪秱植不埋线联合实现面部年轻化

范巨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陊

10:40-11:00

皮秒级激光全息蜂巢模式联合美塑疗泋眼周年轻
化的临床研究

宊为民

杭州颜术医疗美容连锁

11:00-11:10

面部年轻化光电技术的优势比较及进展

李承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一医
学中心

11:10-11:20

超皮秒激光在面部年轻化治疗中的应用

李大铁

于南华美医学美容医陊

11:20-11:30

复合酸在皮肤美容中的应用

梁

武汉大学人民医陊

11:30-11:40

Nd:YAG 不铒激光的宋美相遇

刘丽红

11:40-12:00

午餐

12:00-13:00

德玛莉肽卫星会

12:00-12:25

二代仺生肽技术在面部年轻化的应用

伍

珅

北京伍珅医疗美容诊所

12:25-12:50

二代仺生肽结合美塑疗泋抑制、陈解黑色素的临床
研究

付

俊

中国平安集团上海盈健门诊部

12:50-13:00

讨论

13:00-14:00

美斯蒂克卫星会：新手段•新应用 面部精雕加减法

13:00-13:30

容积减泋-面部轮廓美学新斱向

李

凯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陊

13:30-14:00

美塑疗泋不交联透明质酸的联合应用

陇

昕

碧朗湾双井诊所有陉公叵

虹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七医
学中心

主持人：陈向东

主持人：李勤

主持人：谢宍彬 陈平

14:00-15:30
14:00-14:30

面部填充剂安全注射技术不年轻化治疗斱案优选

Woffles
Wu

新加坡 Woffles Wu 美容外科诊所

14:30-14:45

颈名脂肪垫的微创吸脂治疗

谢完彬

北京大学第三医陊

14:45-15:00

强脉冟光联合注射技术在面部年轻化的十年长期
疗效观察

陇

广东省佔山市第一人民医陊

15:00-15:15

蒙姖丽莎微笑形成的解剖基础及处理斱案

佘雨虹

宁波佘雨虹医疗美容诊所

15:15-15:30

眼周年轻化手术策略

郭宍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陊

15:30-15:50

茶歇

15:50-16:50

英诺皮肤世家卫星会：面部脂肪管理芯概念

15:50-16:20

面部轮廓管理新进展

16:20-16:50

面部精准塑美

16:50-18:00

平

主席：李勤
Zoraida
Rodríguez
宊为民

欧洲皮肤学陊
杭州颜术医疗美容连锁
主持人：金云波 孙中生

16:50-17:07

注射美容安全性的探认不幵収症防治策略

孙中生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7:07-17:24

线性面部提升长效性的解剖分枂不临床

吕金降

上海光博士医疗美容医陊集团

17:24-17:41

面部颧弓上不颧弓下线雕之分枂比較

梁仲斌

台北晶鑽診所

17:41-17:58

大样本数字化颞部血管三维轨迹分枂不注射美容
安全性兰系

陇春霖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7:58-18:00

讨论
2019 年 9 月 7 日

星期六

分会场六：乳房整形&内窥镜整形外科会场（二层 阳江厅）
08:30-09:00

特邀嘉宾演讲

08:30-09:00

我的 50 年乳房整形生涯

09:00-11:40

主持人：栾杰

Thomas
美国贝勒大学医学陊
M.Biggs
“勇攀高峰，极致完美”首届乳房 SSP（simple 简单，safe 安全，
主持人：余力 颜玲
perfect 完美）手术标准论坛

09:00-09:15

乳晕切口的优缺点及手术要点

曾

立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09:15-09:30

点评与家：汪海滨，王新灿

09:30-09:45

下皱襞切口的优缺点及手术要点

赵

可

东莞缔美整形美容医陊

09:45-10:00

点评与家：孙家明，栗勇

10:00-10:20

茶歇

10:20-10:35

腋窝切口盲规入路的优缺点及手术要点

10:35-10:50

点评与家：亓収芝，郝立君

10:50-11:05

腋窝切口直规下入路的优缺点及手术要点

11:05-11:20

点评与家：才杰，李比

11:20-11:40

集体讨论

11:40-12:00

午餐

12:00-13:30

宝俪手术演示直播

12:00-12:20

介终一款最新限乳材料——B-Lite 的临床应用

Thomas
M.Biggs

12:20-13:20

手术演示： 腋窝切口内窥镜假佑限胸（解剖型，
宝俪）

穆大力

梁进华

广州紫馨美容医陊

刘春军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主持人：罗盛康 Thomas M.Biggs
主持人：汪海滨 Thomas M.Biggs
美国贝勒大学医学陊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13:20-13:30

讨论

13:30-14:50

佛心妙手演绎东斱美—韩士生科蓓菈卫星会

13:30-13:40

从东斱女性美学谈蓓菈

刘永杰

韩式生科上海鸿满贸易有陉公叵

13:40-14:40

腋窝切口内窥镜假佑限胸（光面，韩式生科）

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14:40-14:50

讨论

15:00-18:00

手术演示

15:00-17:30

自佑脂肪限胸

17:30-18:00

讨论

主持人：汪海滨

力

主持人：刘宍伟 谭谦
李収成

2019 年 9 月 7 日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星期六

分会场七：眼整形美容会场（一层 云浮厅）
主持人：郑永生 陈伟华

08:30-09:55
08:30-08:45

多功能埋线重睑镊的研収和临床应用

顾劲松

大连医科大学美容医学陊

08:45-09:00

睑缘切口重睑的个人佑会

冀晨阳

成都格至医生集团有陉公叵

09:00-09:15

不重睑术密切相兰的临床解剖

靳小雷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09:15-09:30

重睑术特殊案例分享不认论

崔永言

北京大学深圳医陊

09:30-09:45

重睑成形术中眼轮匝肌的保留及处理的临床佑会

赵红艴

北京医陊

09:45-09:55

讨论

09:55-10:20

茶歇
主持人：杨军

10:20-11:40
贰

谭谦

10:20-10:35

丌吋情冡下上睑凹陏的诊断不治疗

潘

10:35-10:50

CFS 在上睑下垂矫正术中的意义探认

张金明

中山大学孙逸仙纨念医陊

10:50-11:05

上睑眶隔内脂肪在上睑粘连修复中的应用佑会

黄江山

株洲市中心医陊

11:05-11:20

改良重睑术吋期行内眦赘皮矫正术的一点佑会

王

山东省千佔山医陊

11:20-11:35

医源性难治性上睑退缩矫正绉验分享

黄泽春

彦

广州颜美荟医疗美容门诊部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陊

11:35-11:40

讨论

11:40-12:00

午餐
主持人：欧阳天祥 马显杰

14:00-15:30
14:00-14:15

眼睑缺损修复戒肿瘤切陋名的困难重睑成形术

邵

英

14:15-14:30

下睑缺损的皮瓣修复

马显杰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陊

14:30-14:45

眶周缺损的美学修复

刘小容

东莞市人民医陊

14:45-15:00

眼周缺损创面美学修复斱案及进展

李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陊

15:00-15:15

眼轮匝肌蒂皮瓣在眼睑缺损修复中的应用

郑永生

15:15-15:30

讨论

15:30-15:50

茶歇

坤

吉枃大学第一医陊

北京正美医疗美容诊所

主持人：张余光 杜建龙

15:50-18:00
面中部脂肪室在面中部年轻化中的何用

16:05-16:20

外切口眼袋眶隔脂肪重置改良固定斱泋规频讲解

欧阳天祥

16:20-16:35

眶隔脂肪游离秱植眶下凹陏填充在下睑整形中的
应用

李卣华

武警特色医学中心

16:35-16:50

膨佑在矫正泪沟凹陏中的应用

路

中日友好医陊

16:50-17:05

结膜入路眶隔筋膜瓣泪沟充填眼袋整复

宊保强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陊

17:05-17:20

睑袋改良整形术在中面部年轻化中的应用

廖

苏州市立医陊

17:20-17:35

眶下区衰老的联合治疗

赵葳蕤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7:35-17:50

纳米脂肪在下睑成形术中解冠下睑区年轻化的临
床应用

张小川

深圳美臣医疗美容门诊部

17:50-18:00

讨论
2019 年 9 月 7 日

张体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新华
医陊

15:50-16:05

会

莉

星期六

分会场八：鼻整形美容会场（一层 肇庆厅）
主持人：曾高

07:20-08:20
07:20-07:50

严重挛缩鼻的支架重建（规频）

曾

高

中日友好医陊

安阳

07:50-08:20

哈佔大学整形外科培养佑系对青年鼻整形医生个
人成长启迪

08:20-08:30

休息

安

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陊

主持人：李东

08:30-09:50
东

李圣利

08:30-08:50

东西斱鼻整形巩异

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陊

08:50-09:10

鼻美容手术导致的帯见慢创幵収症分枂

李圣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09:10-09:30

3D 设计及测量在面部及鼻整形中的应用

黄金龙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陊

09:30-09:50

夹捏鼻的预防和治疗

谭晓燕

杭州整形医陊

09:50-10:00

茶歇
主持人：谭晓燕 黄金龙

10:00-12:00
10:00-10:20

鼻再造的策略不原则

范

10:20-10:40

量身定做鼻整形-我的鼻整形哲學

邱昱勳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陊

10:40-11:00

自佑软骨双 M 支架鼻尖成形术幵収症的防治

高俊明

杭州华山连天美医疗美容医陊

11:00-11:15

基亍注射限鼻名鼻整形分陌新趋势及警示

陇敏亮

11:15-11:30

卑侧唇裂鼻畸形美学修复

戴传昌

11:30-11:45

鼻修复绉验

王旭明

广州曙光医陊

11:45-12:00

卑侧唇裂鼻畸形修复个人绉验

牋永敢

郑州东美美医疗美容门诊部

12:00-13:30

午餐&卫星会

13:30-18:00

首届中国鼻整形美容中青年全英文优秀论文大赛
（比赛演讲顺序以现场抽签为准）
Stromal Vascular Fraction Gel (SVF-Gel): A Novel
Adipose Tissue–Derived Injectable for Rhinoplasty
SVF-Gel 的相兰研究不关在鼻整形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Rib Cartilage in China Rhinoplasty
by Mediwell TingWang’s Surgical Group
明医汇王艇团队的肋软骨鼻整型
Clinical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rhinoplasty on abnormal body images
鼻综合成形术改善丌吋程度佑像异帯的变化及效果
The Correction of Columellar Labial angle(CLA)
in Asian female patients
采用自佑肋软骨纠正鼻小柱-上唇角(CLA)的探认

飞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四医
学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主持人：安阳
李

玢

南斱医科大学南斱医陊

王

艇

大连明医汇/上海亖太医美

王亖雯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陊

杨明洁

大连科美医疗美容诊所

Direct Open Approach for Osteotomy in Asian
Rhinoplasty
一种适合亖裔鼻整形的戔骨斱泋
East Asian nasal aesthetic and clinical solutions
东亖人的鼻部実美和临床斱案
Three levels of surgical treatment for secondary
deformities of cleft lips
唇裂继収鼻唇畸形的三段式治疗策略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urgical correction of
Asian big nose
亖洲人大鼻头纠正的手术刜探
Preservation rhinoplasty
鼻整形新理念的刜步探索不绉验
New maneuver in nasal tip contour: rethinking the
tip aesthetics
鼻尖塑形美学理念和斱泋分享
The Use of Autologous Costal Perichondrium in
Rhinoplasty
自佑肋软骨膜在鼻整形手术中的应用
Preserving Pitanguy ligament in Asian open
rhinoplasty

颜正安

台湾面部整形重建外科/东森集
团自然美机极

柳

超

柳大烈医生集团

张

曦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陊

卑

磊

重庆美莱医疗美容医陊

薛志强

中日友好医陊

张

劲

重庆妃妍医疗美容

杨

阳

西安帆美得医疗美容

許英哲

萊佳形象美學診所/中國光澤醫
療集團

Endoscopy-assisted one-stage correction of the
crooked nose airway function and aesthetic
morphology
内窥镜辅助下一期矫正歪鼻的美学形态不通气功能

赵健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陊

Application of auricular cartilage for nasal
framework enhancement

周双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李

仸

重庆华美整形美容医陊

徐

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三医
学中心

王

欢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陇

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陊

谭

拯

东斱整形医生集团

Double-Layered conchal cartilage septal extension
graft combined trans-lateral crus suture for nasal
tip extension in primary rhinoplasty
自佑耳软骨双层 SEG 联合下外侧软骨外侧脚缝合
对刜次鼻整形鼻尖延长的临床研究
New trends and warnings about the risks of
rhinoplasty after hyaluronic acid injection for
nasal augmentation
透明质酸注射限鼻名再次鼻整形手术风陌新趋势
及警示
Modification of nasal dorsal onlay graft based on
anatomical consideration of nasal hump
基亍驼峰解剖结极的鼻背秱植物改良设计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nasal alar sailboatresection combined with catgut embedding
therapy for severe hypertrophy of the nasal alar
鼻翼帄船切口联合埋线技术矫正严重鼻翼肥大
Y-Shaped En-BlocMotise-TenonRhinoplasty
Technique

肋软骨榫卯结极整佑支架技术在鼻综合手术中的
运用
Augmentation Rhinoplasty with Auricular
Cartilage：Personal Experiences
改良耳软骨鼻尖整形技术
Total rib cartilage or half rib transplantion for
rhinoplasty?
鼻综合整形选择全肋软骨还是半肋？
Role of sandstone model in nasal column strut
“沙石结极”模型用亍鼻小柱支撑临床研究
2019 年 9 月 7 日

帅俊莉

北京联合丽格第一医疗美容医陊

陇

西安医学陊第二附属医陊

杰

王忠埻

广州曙光医陊

星期六

分会场九：新技术与新材料会场（一层 清远厅）
主持人：金雪坤

08:30-10:10
08:30-08:45
08:45-09:00
09:00-09:15

胶原蛋白水光注射在面部和腹部年轻化中的应用
注射用羟基磷灰石钙在医学美容领域的基础研究
及展望
“玱尿酸填充剂产品的物理特性的比较不注射技术
的相兰性”

谢完彬

北京大学第三医陊

魏代旭

西北大学生命科学不医学部

金银玴

华熙生物科技股仹有陉公叵

09:15-09:30

应用韧带支撑泋注射透明质酸的疗效分枂不 3D 评价

齐向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戓区总医陊

09:30-09:45

PRP 在面部损容性皮肤病的应用

王

深圳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陊

09:45-10:00

PRP：皮肤美容不皮肤疾病应用的新趋势

枃孙盈

10:00-10:20

茶歇

京

厦门长庚医陊

主持人：陈向东

10:20-11:40
10:20-10:35

无针注射技术的临床应用探认

梁

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陊

10:35-10:50

注射用 A 型肉毒毒素丰唇的疗效观察

陎

然

解放军总医陊第一医学中心

10:50-11:10

丝蛋白在医学美容中的新应用

王

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11:10-11:25

面部衰老分区数字量表在面部年轻化治疗中的应
用——"黄金面罩"佑系之四

王跃星

郑州美莱医疗美容医陊

11:25-11:40

三维成像技术在注射美容中的应用

陇向东

上海铂诗玥医疗美容诊所

11:40-12:00

午餐

13:00-16:00

丝丽丏场

13:00-14:20

富血小板血浆在皮肤抗衰及私密抗衰领域的应用
进展

主持人：项蕾红 夏炜
Małgorzata
Uchman - 波兮华沙医科大学医学陊
Musielak

14:20-14:40

美塑治疗在皮肤抗衰领域的前景

宊为民

杭州颜术医疗美容连锁

14:40-15:00

CYTOCARE 516 临床观察及动物实验研究结果

吴

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陊

15:00-15:20

CYTOCARE 532 对促进干绅胞增殖的影响及意义

石

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八医
学中心

15:20-15:40

CYTOCARE 532 及头皮养护产品 HAIRCARE 临床研
究进展

尹

锐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陊

15:40-16:00

CYTOCARE 在联合治疗黄褐斑领域的应用

查锦东

于南华美美莱美容医陊

16:00-18:15

德玛莉智美论坛

16:00-16:05

品牉介终

杨顶权

中日友好医陊

16:05-16:25

二代仺生肽技术在医疗美容中的应用

王

杭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陊

16:25-16:45

二代仺生肽技术在面部轮廓中的应用

王帅平

西安画美医疗美容医陊

16:45-17:05

二代仺生肽技术在面部/私密年轻化领域中的应用

郭新雯

上海铂曼医疗美容门诊部

17:05-17:25

二代仺生肽技术在雄性激素脱収中的应用

李

锘

中日友好医陊

17:25-17:45

二代仺生肽技术在头皮管理中的应用

吴亖桐

中日友好医陊

17:45-18:15

丏家圆桌论坛

主持人：王杭

2019 年 9 月 8 日

杨顶权

星期日

分会场一：脂肪医学会场（二层 深圳厅）
主持人：郝立君 陈敏亮

08:30-10:10
08:30-08:40

密度脂肪结合 SVF-GEL 在女性面部填充的精绅化
应用

周终龙

宜春学陊

08:40-08:50

自佑纳米脂肪秱植在注射丰唇术中的临床应用

龙

北京大学第三医陊

08:50-09:00

下面部和颈部浅层脂肪解剖及塑形技术相兰性

刘天一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陊

09:00-09:10

脂肪干绅胞混合脂肪秱植 110 例临床观察

张小川

深圳美臣医疗美容门诊部

09:10-09:20

水动力辅助吸脂在自佑脂肪秱植术中的临床应用

高

扬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陊

09:20-09:30

纳米脂肪在凹陏性瘢痕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焦

虎

中国医学科学陊北京协和医学
陊整形外科医陊

09:30-09:40

面部美学黄金点不脂肪干绅胞胶(SVF—gel)秱植联
合的面部年轻化

王跃星

郑州美莱医疗美容医陊

09:40-09:50

脂肪整形术在面部年轻化的个人绉验

刘英男

烟台英男医疗美容医陊

艳

09:50-10:00

大剂量脂肪秱植限臀术

仸学会

北京禾美嘉医疗美容

10:00-10:10

自佑脂肪限臀策略不幵収症防治

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陊

10:10-10:20

茶歇

阳

主持人：宋建星 谭军

10:20-11:50
10:20-10:35

自佑脂肪秱植的讣知误区及幵収症新趋势

陇敏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四医
学中心

10:35-10:50

脂肪的历叱、现状不未来

范巨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陊

10:50-11:05

安全持丽的面部脂肪秱植

王志军

南京六博医疗美容

11:05-11:20

面部脂肪秱植设计不操何

鲁树荣

北京瑞妍同义医疗美容医陊

11:20-11:35

脂肪秱植面部年轻化的临床绉验介终

王

东

北京艴美医疗美容

11:35-11:50

脂肪秱植技术的改进不临床效果

黎

冣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陊

11:50-12:00

午餐
主持人：黎冻

14:00-15:00
14:00-14:15
14:15-14:30
14:30-14:45

无绅胞成分脂肪提叏液促进大鼠仸意皮瓣成活研究
血管基质成分（SVF）的最佳添加比例：基亍
Micro-CT 动态检测的大佑积脂肪秱植动物实验
无绅胞成分脂肪提叏液促进脂肪秱植存活 －通过
促血管生成，抗绅胞凋亡，和促绅胞增殖何用

14:45-15:00

纳米脂肪秱植在整形美容领域的研究进展

15:10-16:1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脂肪医学分会全委会&合影
2019 年 9 月 8 日

陈华

蔡宜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李斱伟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郑红洁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康德旎

南斱医科大学南斱医陊

星期日

分会场二：激光美容会场（二层 汕头厅）
07:00-07:30

白癜风丏题

07:00-07:05

白癜风光疗研究进展

07:05-07:10
07:10-07:15
07:15-07:20

308nm 准分子光联合 830nm 红外光治疗白癜风临
床观察
自収性色岛可以增强皮肤磨削联合 ReCell 技术对
稳定期白癜风的治疗效果
CO₂点阵激光透皮给药增加白癜风临床疗效的观察
报告

主持人：骆丹

涂彩霞

周展超

涂彩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陊

黄咏梅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陊

刘志飞

北京协和医陊

骆

江苏省人民医陊

丹

07:20-07:25

手持便携式家庭光疗仦治疗小面积儿童白癜风

李玲山

吉枃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陊

07:25-07:30

讨论

07:30-08:05

痤疮丏题

07:30-07:38

玫瑰痤疮的光电治疗选择策略

尹

锐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陊

07:38-07:43

595nm 染料激光治疗红斑型玫瑰痤疮的临床研究

严淑贤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陊

07:43-07:48

玫瑰痤疮的光电联合治疗

枃碧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一医
学中心

07:48-07:53

强脉冟光联合肉毒毒素治疗顽固型玫瑰痤疮的临
床研究

宊为民

杭州颜术医疗美容连锁

07:53-07:58

微针治疗痤疮疗效观察

曾维惠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陊

07:58-08:05

讨论

08:05-08:40

痤疮瘢痕丏题

08:05-08:13

痤疮的光电治疗思路及进展

李承新

08:13-08:18

CO₂点阵 V.S.CO₂点阵射频治疗痤疮瘢痕半侧脸对
照研究

刘

冞

08:18-08:23

微针射频治疗痤疮瘢痕的半侧脸对照研究

刘

冞

08:23-08:28

痤疮萎缩性瘢痕的宠观评价及联合治疗斱案探认

康晓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陊

08:28-08:35

痤疮疤痕的光电治疗探认

杨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陊

08:35-08:40

讨论

08:40-09:50

增生性瘢痕及瘢痕疙瘩丏题

08:40-08:48

增生性瘢痕激光治疗新进展（2018-2019）

雷

08:48-08:53

皮肤科医生如佒治疗瘢痕及特色

陇勇军

南斱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陊

08:53-08:58

二氧化碳点阵激光早期干预性治疗创伡名瘢痕
疗效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曹东升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陊

08:58-09:03

早期预防皮肤切口瘢痕的相兰研究

张于松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09:03-09:08

LCR 泋——基亍激光技术的瘢痕疙瘩综合治疗斱泋

武晓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09:08-09:13

创伡性瘢痕的光电治疗不手术联合斱案设计

鲁元刚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陊

09:13-09:18

染料激光在瘢痕治疗中的临床佑会

李雪莉

河南省人民医陊

主持人：曾维惠 陈向东 尹锐
主持人：赵俊英

森

主持人：李承新 杨森 孙秋宁
主持人：郑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一医
学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一医
学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一医
学中心

主持人：谭军
颖

武晓莉

湖南省人民医陊

09:18-09:30

激光治疗增生性瘢痕--我仧的临床研究斱案

谭

军

湖南省人民医陊

09:30-09:50

讨论，制定丏家兯识

09:50-10:20

茶歇

10:20-11:40

静态细纹，毛孔粗大及光老化丏题

10:20-10:28

面部皱纹（静态绅纹）治疗的新进展（2018-2019）

戴

杏

武汉大学人民医陊

10:28-10:33

非剥脱点阵激光 1565nm 治疗亖洲人眶周绅纹：临
床和组细学评估

李

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10:33-10:38

眶周年轻化的激光技术及 4D 提升术

陇勇军

南斱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陊

10:38-10:43

多源相控 3DEEP 在眼周静态纹治疗中的应用

高步宽

西安俪人医陊

10:43-10:48

眶周年轻化的点、线、面整合斱案

付

俊

中国平安集团上海盈健门诊部

10:48-10:53

CO₂点阵联合射频治疗鱼尾纹的研究观察

李承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一医
学中心

10:53-10:58

皮秒激光联合射频微针改善眼周肤质临床应用及
操何要点

杨

军

吉枃铭医整形美容医陊

10:58-11:03

毛孔粗大的治疗进展

马

刚

11:03-11:08

点阵激光不 IPL 治疗毛孔粗大的自身对照研究

马

刚

11:08-11:13

长脉宽点阵 Er：YAG 治疗面部毛孔粗大

李

伟

11:13-11:20

英国等离子刀在皮肤美容应用中的新概念

陇锦安

11:20-11:40

讨论

11:40-12:00

午餐

12:00-13:00

酷塑卫星会

12:00-12:30

酷塑如佒帮助机极打造身佑塑形中心

李吉民

沈阳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陊

12:30-13:00

酷塑冢冣减脂黑科技在身佑塑形中的应用

黄高敏

丽铂医疗美容门诊部

13:00-14:00

赛诺秀激光技术研讨卫星会

13:00-13:20

755nm 皮秒激光治疗面部光老化的绉验分享

张

13:20-13:40

Icon 超精准光不冞晶点阵的临床应用新进展

李远完

主持人：李勤 梁虹 欧阳天祥
主持人：李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主持人：林晓曦 齐向东
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沈阳颜悦医疗美容诊所

刘志飞

北京协和医陊

13:40-14:00

CO₂激光在女性生殖修复中的应用

14:00-14:50

脂肪堆积丏题

14:00-14:08

射频溶脂塑形紧肤在面部年轻化的临床研究进展

崔海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14:08-14:13

冢冣溶脂和激光溶脂非手术治疗在形佑塑形中的
应用

刘红梅

北京梅颜医疗美容诊所

14:13-14:18

1060 纳米激光减脂的临床试验研究

赵红艴

北京医陊

14:18-14:23

聚焦射频联合中医调理在减脂塑形中的应用

黄咏梅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陊

14:23-14:28

低能量激光不溶脂

董继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14:28-14:33

脂肪瘤的非手术治疗—激光介入消融

吴溯帄

浙江省人民医陊

14:33-14:38

射频减脂塑形技术

赵小忠

北京小忠丽格医疗美容门诊部

14:38-14:43

面部脂肪平衡术在面部年轻化中的应用

胡葵葵

广东省妇幼保健陊

14:43-14:50

讨论

14:50-15:30

激光治疗及研究中癿相兰兰键性问题

14:50-14:58

医美产业中物理性治疗应用现状不前景

陇锦安

14:58-15:04

如佒安全的用好点阵激光

赵

邑

北京清华长庚医陊

15:04-15:10

激光术前是否应停用口服戒外用维 A 酸？

枃

彤

中国医学科学陊皮肤病医陊

15:10-15:16

反射式兯聚焦显微镜在皮肤美容实践中的应用

刘华绪

山东省皮肤病医陊

15:16-15:24

光电治疗围术期的皮肤保养不修护

骆

江苏省人民医陊

15:24-15:30

讨论

15:30-16: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激光美容分会全委会&合影

主持人：赵小忠 栾琪

2019 年 9 月 8 日

丹

主持人：陈锦安 骆丹 麦跃
主持人：展望
赵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星期日

分会场三：皮肤美容会场（二层 佛山厅）
08:30-10:05

黄褐斑丏场

主持人：林彤

李珊山

08:30-08:44

黄褐斑诊疗指南解读

李玲山

吉枃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陊

08:44-08:58

复杂黄褐斑的治疗

李雪莉

河南省人民医陊

何黎

08:58-09:12

黄褐斑光电治疗旪机选择

枃

09:12-09:25

黄褐斑的兯聚焦图像特征

刘华绪

山东省皮肤病医陊

09:25-09:35

丌吋剂型氨甲环酸及给药斱式的氨甲环酸在黄褐
斑治疗中的何用

吴

北京大学第一医陊

09:35-09:45

皮肤屏障修复在黄褐斑激光治疗中的意义

严淑贤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陊

09:45-09:55

黄褐斑的中医治疗思考

李振洁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09:55-10:05

优化脉冟技术不红宝石点阵激光治疗黄褐斑的临
床疗效比较

李东霓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0:05-10:20

茶歇

10:20-11:50

皮肤健康管理丏场：肤色暗哑与色沉

10:20-10:40

肤色、色素代谢及临床评价斱泋

蒋

10:40-11:00

炎症名色沉不黄褐斑治疗不管理

周展超

南京展超丽格医疗美容诊所

11:00-11:20

肤色暗沉不暗哑的临床治疗

罗东辉

重庆旪光整形美容医陊

11:20-11:35

色素性皮肤：保健品不皮肤护理指导原则

闫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11:35-11:50

黑眼圈的治疗不管理

李远完

11:50-12:00

午餐

12:00-13:00

Zimmer Solution 新技术发布会

12:00-12:05

Zimmer 公叵介终

12:05-12:25

如佒结合 Zimmer 冢风系统，舒适开展光电项目

王

12:25-12:50

Zimmer Solution: 最新无创塑身斱案

刘红梅

12:50-13:00

Zimmer 新技术収布

13:00-14:00

意大利百肤谜卫星会

13:00-13:25

I Color 调色板疗泋的临床研究

梁

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陊

13:25-13:50

果酸换肤在黄褐斑治疗中的应用

吴

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陊

13:50-14:00

讨论

14:00-15:20

丏病治疗丏场

彤

艳

中国医学科学陊皮肤病医陊

主持人：周展超 闫言
献

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陊

沈阳颜悦医疗美容诊所

主持人：项蕾红 李文志

展

骆丹

深圳芙必优诊所
北京梅颜医疗美容诊所

主持人：李勤

主持人：杨慧兮 李利

14:00-14:10

光电技术在医美科室的配置不应用管理

李承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一医
学中心

14:10-14:20

面部潮红的线索思考及关管理

杨慧兮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戓区总医陊

14:20-14:30

反射式兯聚焦显微镜介导下激光治疗抵抗的鲜红
斑痣佑内表征研究

鲁建于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陊

14:30-14:40

玱尿酸注射治疗中的解剖要点

孙秋宁

北京协和医陊

14:40-14:50

肉毒素注射在治疗咬肌肥大斱面的研究进展

吴

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陊

坚

哲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陊

梁

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陊

14:50-15:00
15:00-15:10
15:10-15:20
15:20-16:20

自佑富血小板血浆（PRP）注射治疗眶周静态性皱
纹的疗效观察
混合双波长（810nm+940nm）半导佑激光在面部
年轻化中的应用进展
肉毒素联合强脉冟光治疗玫瑰痤疮难治性红斑和
潮红

李沛徽

长沙美莱医疗美容医陊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美容分会全委会&合影
2019 年 9 月 8 日

星期日

分会场四：注射美容会场（二层 东莞厅）
主持人：李文志 齐向东

08:30-09:30
08:30-08:45

微创注射严重幵収症的预防和处理 2019

齐向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戓区总医陊

08:45-09:00

注射联合光电治疗要点

李文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陊

09:00-09:10

额部血管解剖及个性化注射

洪伟晋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09:10-09:20

玱尿酸溶解酶剂量不佑内溶解效率的刜步研究

周终龙

宜春学陊

09:20-09:30

透明质酸动脉栓塞的实验研究:临床病理观察不治疗

张有良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09:30-11:30

衡力丏场

09:30-09:35

主席致辞

09:35-10:05

肉毒毒素相兰的面部肌肉解剖及注射要点

孙中生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0:05-10:35

美容设计不肉毒毒素

梁

武汉大学人民医陊

10:35-11:00

肉毒素联合光电治疗应用亍皮肤美容

白转丽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陊

11:00-11:25

衡力注射美容应用不临床帯见问题分枂

王海涛

山东济南王医生整形美容机极

11:25-11:30

讨论

主席：杨蓉娅

虹

李勤

11:30-12:00

午餐

12:00-13:00

杭盖秱博 PLLA 应用卫星会

12:00-12:05

主席致辞：1.PLLA 在国内医美行业的应用突破
2.企业及讲帅介终

杨蓉娅

解放军总医陊第七医学中心皮
肤研究所

12:05-12:40

PLLA 聚左旋乳酸在面部年轻化中的应用

郝立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陊

12:40-12:45

讨论

12:45-13:00

PLLA-mPEG 技术及应用

栾

西北大学附属医陊

13:00-14:00

馨妍卫星会

13:00-13:25

透明质酸在手部年轻化的操何不解枂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3:25-13:50

透明质酸塑形不自然的平衡

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988 医陊

13:50-14:00

讨论

14:00-15:00

公主脸，东斱情卫星会

14:00-14:50

Princess lift 注射分享

14:50-15:0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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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杨蓉娅

琪

主持人：徐军

歌

主持人：叶欣
李

2019 年 9 月 8 日

勤

中整协面部年轻化分会会长

星期日

分会场五：面部年轻化会场（二层 中山厅）
主持人：曾东

08:30-10:00

曾令寰

08:30-08:45

色斑的综合治疗进展

杨高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陊

08:45-09:00

东斱人颈部衰老综合治疗的斱案优选

曾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戓区总医陊

09:00-09:15

颈部年轻化多学科技术联合应用

杨恰佳

深圳杨恰佳医疗美容诊所

09:15-09:30

注射所致的眼动脉栓塞回顾分枂

吴燕虹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戓区总医陊

09:30-09:45

透明质酸钠粘膜下锐针注射在唇部抗衰老中的临
床应用

曾令寰

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陊

09:45-10:00

综合治疗解冠皮肤全层精准年轻化

吴品完

海南博鳌一龄生命养护中心

10:00-10:20

茶歇

东

主持人：刘丽红 杨恰佳

10:20-11:40
10:20-10:35

唇部及口周年轻化的综合策略

潘柏枃

北京大学第三医陊

10:35-10:50

基亍手背解剖的手部年轻化注射

洪伟晋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0:50-11:05

颧弓名线技术提升改善颊脂垫下垂的解剖学思考

张亖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八医
学中心

陇世栋

台湾伊美诊所

段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1:05-11:20
11:20-11:40

面部自佑脂肪填充名松弛幵収症的解決斱案-个人
绉验分享
基亍眶周韧带、颧支持韧带解剖的下睑及中面部年
轻化治疗现状及进展

11:40-12:00

午餐

12:00-12:30

水晶番茄卫星会

12:00-12:30

水晶番茄对黄褐斑的治疗和临床验证

12:30-13:00

FILORGA 卫星会

12:30-13:00

美塑疗泋给药模式新进展

13:00-14:00

双美卫星会

13:00-14:00

可注射胶原蛋白在面部年轻化和美塑治疗的综合
应用

婧

Woffles
Wu

新加坡 Woffles Wu 美容外科诊所

王帅平

西安画美医疗美容医陊

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陊第八医
学中心

冞

主持人：吴燕虹 曹梁

14:00-15:24
14:00-14:12

皮秒不强脉冟光在面部年轻化斱面的对比研究

曹

14:12-14:24

中面部衰老的联合治疗

赵葳蕤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4:24-14:36

微针疗泋的斱泋学研究浅枂

李沛徽

长沙美莱医疗美容医陊

14:36-14:48

眶周年轻化的联合治疗

崔诗悦

成都米兮柏羽美容医陊

14:48-15:00

类人胶原蛋白微针对面部年轻化的效果观察

王

广州紫馨医疗美容医陊

15:00-15:12

眶区及面中部骨骼衰老的形态学变化及研究进展

冯文洁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5:12-15:24

微创泋颧脂垫复位在中面部年轻化的应用

李

汉中市卐美医疗美容门诊部

15:30-16: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面部年轻化分会全委会&合影
2019 年 9 月 8 日

梁

竞

强

广州紫馨医疗美容医陊

星期日

分会场六：乳房整形&内窥镜整形外科会场（二层 阳江厅）

08:30-10:00

假体/自体脂肪隆胸

08:30-08:45

BIA-ALCL 的最新研究进展

栾

杰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08:45-09:00

从磁兯振影像看自佑脂肪限胸

胡学庆

浙江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二医陊

09:00-09:15

复合限乳临床研究的新思路

斱锦平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09:15-09:30

乳房丌对称：新分类，处理策略，满意度评估

李成程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09:30-09:45

高突型乳房假佑特点及临床应用佑会

刘天一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陊

09:45-10:00

高密度脂肪结合 SVF-GEL 在限乳的应用

周终龙

宜春学陊

10:00-10:20

茶歇

10:20-12:05

乳房再造、修复

10:20-10:35

乳腺癌术名丌吋乳房再造斱泋幵収症的 META 分枂

10:35-10:50
10:50-11:05

肥胖对乳腺癌术名假佑乳房重建幵収症収生率影
响的 Meta 分枂
背阔肌肌瓣联合假佑对 Poland 综合征进行乳房再
造的前瞻性研究

主持人：吴毅平 冯传波

主持人：韩思源 李俊
张

刚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陊

杜星仦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欧阳熠烨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11:05-11:20

内窥镜辅助腋窝切口男性乳腺切陋术

穆大力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11:20-11:35

乳头整形的多样性及手术斱泋

付

苏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11:35-11:50

内窥镜技术在乳房轻度下垂假佑限胸中的应用

吕金降

上海光博士医疗美容医陊集团

11:50-12:05

吊床型包膜瓣修复假佑限乳术名双泡畸形

汪

重庆华美整形美容医陊

12:05-13:30

午餐

13:30-14:45

内窥镜隆乳及除皱

13:30-13:45

内窥镜辅助绉腋窝假佑限乳技术讦练

徐伯扬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13:45-14:00

高投诉率的乳房外形警示

谭晓燕

杭州整形医陊

14:00-14:15

内窥镜额部陋皱额肌处理的中西巩异

谢完彬

北京大学第三医陊

14:15-14:30

内窥镜辅助筋膜下限乳的个人佑会

辛敏强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14:30-14:45

内窥镜辅助假佑限乳的术前精确设计和术中精准
控制

唐新辉

深圳富华医疗美容医陊

15:00-16:0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乳房整形分会/内窥镜整形外科分会全委会&合影

灏

主持人：栾杰

穆大力

2019 年 9 月 8 日

星期日

分会场七：眼整形美容会场（一层 云浮厅）
主持人：郑永生 黎冻

08:30-10:00
08:30-08:45

眉睑低垂者重睑成型不修复分枂不佑会

朱晓峰

北京大学国际医陊

08:45-09:00

重睑形态丌良的修复策略

董玉枃

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陊

09:00-09:15

重度眼袋泪沟治疗策略

陇伟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陊

09:15-09:30

眼整形修复规频解枂

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09:30-09:45

重睑修复宽变窄的临床佑会

刘辅蓉

09:45-10:00

讨论

10:00-10:20

茶歇

军

成都莱尹医疗美容诊所

主持人：王春梅 谭晓燕

10:20-11:40
10:20-10:35

改良“Z”矫正术治疗内眦赘皮

慕

昕

10:35-10:50

内眦赘皮的综合思考及个性化斱案

王春梅

南斱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陊

10:50-11:05

内眦赘皮联合睑内翻矫正术的探认

温淑梅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规光医陊
杭州陊区

11:05-11:20

睑下至多种术式的应用及争讧

张干枃

深圳美度医疗美容医陊

11:20-11:35

下睑下至成形术的是不非

韩

杭州美莱医疗美容医陊

11:35-11:40

讨论

11:40-12:00

午餐

超

北京艴星医疗美容医陊

主持人：张金明 修志夫

14:00-15:30
14:00-14:15

基亍解剖基础的改良联合筋膜鞘悬吊术矫正重度
上睑下垂的疗效观察

徐

翔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陊

14:15-14:30

重睑联合内眦成形术式选择不瘢痕对策

陇

华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陊

14:30-14:45

眉眼间距在眶周年轻化中的影响探认

晏

丹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陊

14:45-15:00

眶周综合整形术-面部年轻化新思路

黎

宁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南宁市第一
人民医陊

15:00-15:15

眉下切口眉及上眼睑综合年轻化手术斱泋

郭宍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陊

15:15-15:30

讨论

15:30-16: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眼整形美容分会全委会&合影
2019 年 9 月 8 日

星期日

分会场八：鼻整形美容会场（一层 肇庆厅）
主持人：董帆

07:30-10:11

张晨

陈敏亮

07:30-07:37

挛缩鼻修复的几个相兰问题

李保锴

杭州清锴医疗美容

07:37-07:44

基亍五点五线黄金边界 模型的鼻整形手术设计

张

西安帆美得整形美容

07:44-07:51

鼻整形支架搭建不美学绅艶

倪于志

成都心悦容医疗美容门诊部

07:51-07:58

我的鼻整形技术转变

徐

成都心悦容医疗美容门诊部

07:58-08:05

肋软骨鼻整形的若干绅艶

李信锋

深圳梅奥锋范医疗美容

08:05-08:12

鼻头肥大的结极性分枂

刘志刚

广州爱莱美医疗美容

08:12-08:19

肋软骨综合鼻整形术名感染原因分枂不处理

李圣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08:19-08:26

肋软骨鼻尖成型术名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欧阳春

四川米兮柏羽医学美容医陊

08:26-08:33

肋软骨中夬及边缘切叏对鼻秱植物弯曲度变化的
动物实验不临床研究

邵

英

吉枃大学第一医陊

08:33-08:40

鼻孔内入路肋软骨限鼻的手术绅艶探认

刘

波

武汉达拉斯医疗美容门诊部

08:40-08:47

自佑肋软骨在鼻整形中的应用

黄和平

江西省妇幼保健医陊

08:47-08:54

肋软骨鼻整形的平衡不稳定性探索

马越波

宁波市第二人民医陊

08:54-09:01

改良大片状肋软骨结合鼻中隔软骨重建鼻尖的应
用研究

徐文龙

上海华美医疗美容医陊

09:01-09:08

2+2 肋软骨支架在鼻整形的应用

韩

杭州美莱医疗美容医陊

09:08-09:15

自佑肋软骨在鼻整形修复不重建中的应用

刘安埻

上海长征医陊

09:15-09:22

鼻尖复合佑缺损的美学修复

王继华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陊

09:22-09:29

鼻修复帯见问题不微创解冠斱案绉验

邹丽剑

上海一美整形外科医陊

09:29-09:36

注射限鼻致脑，眼及鼻血管栓塞的分枂不救治佑会

郑君达

浙江温州医科大学附一陊

09:36-09:43

注射限鼻幵収症原因分枂不处理

唐新辉

深圳富华医疗美容医陊

辉

航

超

09:43-09:50

线雕限鼻幵収症的处理

王

健

中国医学科学陊整形外科医陊

09:50-09:57

国人驼峰鼻治疗的手术解剖学分枂

孔

晓

郑州人民医陊

09:57-10:04

中国人男鼻整形的一点佑会

杜太超

北京黄寺美容外科医陊

10:04-10:11

鼻亖卑位结极及在鼻缺损修复中的指导意义

刘天一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陊

10:11-10:20

茶歇
主持人：范飞

10:20-11:58
磊

戴传昌

10:20-10:27

亖洲人大鼻头手术技巧的刜探

卑

10:27-10:34

侧鼻血管解剖及修复鼻尖软组细缺损的临床应用

杜晓扬

安徽省立医陊

10:34-10:41

唇裂鼻修复的难点及技术分枂

王先成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陊

10:41-10:48

卑侧唇裂鼻畸形肋软骨鼻尖支架搭建斱泋探认

李帆军

广州海峡医疗美容

10:48-10:55

耳软骨重建宋整鼻翼软骨在唇裂鼻畸形修复中的
应用

王

山东省千佔山医陊

10:55-11:02

卑侧唇裂术名继収畸形的解剖学修复

翟弘峰

河南省人民医陊

11:02-11:09

鼻中隔尾侧延长秱植物矫正鼻小柱回缩畸形的应用

刘

深圳韩美尔医疗美容门诊

11:09-11:16

鼻中隔软骨在鼻尖成形中的应用

巫文于

北京米扬丽格医疗美容门诊部

11:16-11:23

如佒安全切叏筛骨垂直版

甄永环

北京大学第三医陊

11:23-11:30

鼻尖塑形新技巧

张

重庆妃颜医疗美容诊所

11:30-11:37

鼻型不脸型及口型的协调兰系（3D 设计的应用）

尹卣民

深圳市君烊医疗美容整形研究所

11:37-11:44

鼻小柱小右角的临床美学意义

刘英男

烟台英男医疗美容医陊

11:44-11:51

鼻整形术名继収鼻尖下垂畸形的力学有陉元分枂

南

广州修志夫医疗美容医陊

11:51-11:58

killian 入路切叏鼻中隔结合保留膜性支撑结极搭
建鼻尖

姬付康

12:00-13:00

午餐

彦

波

劲

华

重庆美莱医疗美容医陊

广州紫馨医疗美容医陊

主持人：董帆

14:00-15:59
14:00-14:07

综合鼻整形支架不系统控制

邓

裴

14:07-14:14

脱绅胞异佑真皮复合硅胶假佑限鼻的的临床佑会

杨立文

周柯

高俊明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吋济医陊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陊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南宁市第一
人民医陊

14:14-14:21

亖洲人鼻翼特点和治疗

刘

凯

14:21-14:28

绉双鼻翼内侧缘闭合切口行鼻综合整形术

黎

宁

14:28-14:35

外侧脚支撑重置加鼻翼缘秱植物矫正鼻翼及软三
角退缩

梁晓健

深圳美莱医疗美容医陊

14:35-14:42

四种鼻翼缘退缩矫正技术的选择运用

董玉枃

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陊

14:42-14:49

鼻翼退缩的手术斱案

周

重庆新铜雀台整形美容医陊

14:49-14:56

鼻翼肥大手术斱案的选择

郭宍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陊

14:56-15:03

鼻翼缺损的修复斱案

谭

南京大学医学陊附属鼓楼医陊

15:03-15:10

鼻基底凹陏畸形矫正的临床策略及畸形矫正术对
面部表情的影响

薛志强

中日友好医陊

15:10-15:17

谈谈鼻部整形美容术名影响鼻功能的原因

陇锦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陊附属第九
人民医陊

15:17-15:24

论综合鼻整形在欧美混血风格打造中的重要性

许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陊

15:24-15:31

膨佑鼻支架实践技术案例交流

杨丽璇

成都市悦好医学美容医陊

15:31-15:38

鼻综合整形中的力不美

蒋思军

广州曙光医陊

15:38-15:45

鼻中隔名角在再次鼻整形的意义

张

晨

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陊

15:45-15:52

耳软骨在鼻尖整形中的应用及关力学特性

文辉才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陊

15:52-15:59

幵収症相对可控的鼻综合整形新术式

李文锋

广州华美医疗美容医陊

15:59-16:59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鼻整形美容分会全委会&合影
2019 年 9 月 8 日

柯

谦

珂

星期日

分会场九：伊肤泉丏场—聚焦巨额业绩，赋能全新医美（一层 清远厅）
08:30-08:40
08:40-09:05
09:05-09:35

开场
新旪代的技术机遇-功能性纳米级干绅胞囊泡的技
术制备不应用
干绅胞外泌佑技术収展历程不医美领域的应用前
景展望

陇红波

中山大学

程

艷兮赫尔辛基大学

芳

09:35-10:00

类外泌佑临床应用分享

陇立博

北京润美玉之光

10:00-10:30

皮肤年轻化技术不营销策略

郑

荃

郑荃丽格医疗美容连锁

10:30-11:00

聚焦大业绩，赋能新医美

李

衡

广州远想生物科技有陉公叵

11:00-11:25

黑色素的抑制革新技术—美塑疗泋在美白中的全
新临床应用

11:25-11:35

问题答疑

11:35-12: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微针丏业委员会全委会&合影

栾

琪

西北大学附属医陊

注册信息
提前缴费

现场注册

（8 月 20 日之前）

（8 月 20 日起）

参会代表

￥ 1,000

￥ 1,500

学生（凭学生证）

￥ 600

￥ 1,000

注册类型

报名斱式
1. 会讧宎网报同：www.miam.org.cn
2. 公众叴微信网报同：
扫一扫，进行报同

银行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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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确保会讧同称 MIAM2019 和参会代表姓同出现在银行转账证明上。
只有在觃定戔止日期前收到全额付款的注册才有效。收到费用名，注册付费确讣函将収送至您的电
子邮箱。
注册但未付费的将按现场注册费标准收叏。如果注册费没有按旪转入会讧账户，请在活动现
场提供银行转账复卤件（戒关他支付证明）。収票将在现场注册旪统一収放。
汇款名请収送汇款凭证扫描件至: miapsd3@163.com 告知参会者注册邮箱以及姓同。

酒店信息
□ 卑人间 580 元/间/夜（含早）
广州白于国际会讧中心

□ 标

间 580 元/间/夜（含早）

□ 标间卑床 290 元/床/夜（含早）
酒庖地址：广州白于区白于大道南 1039-1045 叴

订房原则
以上酒庖房间支持网上自助预订，请登彔会讧宎网进行预订 www.miam.org.cn 酒庖预定遵循先
定先得的原则，现场丌保证住宿房源。
如您需要变更戒叏消房间，请収送邮件至：hotel@miam.org.cn 戒致电：徐先生 13916113423
2019 年 8 月 25 日（含）之前叏消，组委会将退还所缴费用的 90%（含手续费）
2019 年 8 月 25 日之名叏消，组委会将收叏所订酒庖的 1 晚房费何为叏消费用
选择拼住的，大会将陑机安排，若最织未能拼上的，产生的自然卑房巩由个人承担
所有未支付全额房费的房间预定，将丌何为最织房间确讣

交通信息
温馨提示：本次大会不设立接驳大巴，请各位参会代表自行前往会场。

机场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出 租 车：全程 29 公里左史，约 40 分钟到达
公兯交通：步行 634 米到达机场北（2 叴航站楼）地铁站，乘坐地铁 3 叴线北延段机场北上——地
铁嘉禾望岗站（5 站），转乘地铁 2 叴线——白于文化广场站 C 出入口下（4 站），下车
向东步行 1000 米到达会讧中心。

火车站
广州站—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出 租 车：全程 7.6 公里左史，约 15 分钟到达
公兯交通：步行 110 米到达广州火车站地铁站，乘坐地铁 2 叴线广州火车站——白于文化广场站 C
出入口下（4 站），下车向东步行 1000 米到达会讧中心。

广州东站—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出 租 车：全程 9 公里左史，约 24 分钟到达

公兯交通：乘坐地铁 1 叴线广州东站——农讲所站（6 站），步行 50 米到农讲所车站，换成 864 路
——白于国际会讧中心站下，向西北步行 615 米到达会讧中心。

广州南站—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出 租 车：全程 32.5 公里左史，约 50 分钟到达
公兯交通：乘坐地铁 2 叴线广州南站——白于文化广场 C 口下（19 站），下车向东步行 1000 米到
达会讧中心。

广州北站—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
出 租 车：全程 33 公里左史，约 50 分钟到达
公兯交通：步行 2700 米到广州北站地铁站乘坐 9 叴线广州北站——高增站下（8 站），换乘地铁 3
叴线北延段佑育西路高增站——嘉禾望岗站（3 站），转乘地铁 2 叴线——白于文化广场
站 C 出入口下（4 站），下车向东步行 1000 米到达会讧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