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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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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皮肤整形美容分会、脂肪医学分会、新技术与新材料分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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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发医学分会、

鼻整形美容分会联合主办，中信医疗杭州整形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复旦

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共同承办的第五届全国微创医学美容大会将于

2016 年 9 月 2-4 日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隆重召开。 

“微创医学美容大会”秉承着“交融、促进、发展”之宗旨，每年吸引着日益增加的整形

美容、皮肤科等医学美容相关的学科医生和同行齐聚一堂！“十大分会齐聚，学术碰撞空前”，

此次盛会，用追求“次数日少，学术日精”的新办会理念，让医学美容回归科学本质，向所有同

行再次奉献一场空前未有的医学美容学术大融合。会议力求为从事整形美容外科、皮肤美容等临

床医生，以及基础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平台，也为发展前景广阔的青年医师、

研究生、医学生提供一个参与、感受、体验最新医学美容技术和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成果的良好

契机。 

我们诚挚地邀请广大热爱微创医学美容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各类微创治疗和研究的中

外学者、同行共同参加这次此次盛会。 

秋意初上，浦江水长，让我们携手相约于上海，恭逢其盛，共襄盛举！ 

 

 

 

 

 

 

 

 

二〇一六年七月  

 

 

 



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 微创与皮肤整形美容分会 · 脂肪医学分会 · 新技术与新材料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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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发医学分会 · 鼻整形美容分会 

承办单位： 

中信医疗杭州整形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大会组委会 （按分会成立先后排序） 

大会共同主席：徐 军  宋建星  金雪坤 罗盛康 林晓曦 王宝玺  郑永生  李 勤 

张菊芳 李  东 

大会轮值主席：谭晓燕 

执 行 主 席：李  东  谭  军  陈向东  亓发芝  陈锦安  项蕾红  张余光 欧阳天祥 

吴文育 黎 冻 

学术委员会主席：林晓曦  项蕾红  李 勤  

大会学术委员会 （按姓氏拼音排序） 
安 阳 薄宏涛 毕洪森 才 杰 蔡景龙 曹卫刚 曾 东 曾维惠 曾 高 常 津 陈存富 陈 刚 陈光宇 陈 浩 

陈 华 陈江萍 陈锦安 陈 娟 陈柳青 陈敏亮 陈 平 陈清海 陈伟华 陈向东 陈小松 陈 阳 陈育哲 程 健 

程新德 崔海燕 崔雅宁 代庆成 戴耕武 邓 裴 董 帆 杜本军 杜 华 杜建龙 杜晓岩 杜晓杨 杜亚楠 杜太超 

杜园园 丁洪彪 樊 昕 范巨峰 范卫新 范治强 范 飞 方 方 方 红 冯传波 冯丽莉 冯晓玲 付建华 傅海曙 

富秋涛 高 山 高天文 高占巍 高俊明 顾 飚 顾汉卿 顾建英 郭爱华 郭 澍 郭学平 郭宗科 韩 岩 郝立君 

郝天智 何 黎 何 威 何焱玲 洪志坚 胡朝辉 胡守舵 胡振生 胡志奇 黄晨昱 黄大勇 黄金龙 黄绿萍 黄渭清 

黄咏梅 霍 然 计斌纪 柳江华 姜 南 姜 平 金宝玉 金 骥 金雪坤 金 燕 金云波 靳小雷 鞠 强 柯晴方 

康晓静 赖 维 黎 冻 黎 宁 李承新 李大铁 李 东 李发成 李 航 李恒进 李会民 李 俊 李 利 李 勤 

李青峰 李姗山 李圣利 李文志 李小兵 李小梅 李兴东 李雪莉 李迎新 李宇飞 李远宏 李跃军 李 越 李云峰 

李 芸 李振鲁 李战强 栗 勇 栗玉珍 梁 虹 梁黎明 梁晓健 梁 源 林 煌 林尽染 林 彤 林晓曦 刘爱华 

刘成胜 刘 耿 刘红梅 刘宏伟 刘华绪 刘金超 刘 凯 刘丽红 刘林嶓 刘 流 刘 巧 刘 清 刘瑞明 刘 旺 

刘天一 刘 玮 刘宣力 刘志飞 刘中策 龙剑虹 龙 笑 卢 忠 鲁 峰 鲁礼新 鲁树荣 陆洪光 栾 杰 栾 琪     

罗 玲 罗盛康 骆 丹 吕金陵 路 会 马 刚 马兰花 马少林 马显杰 马小兵 马越波 麦 慧 麦 跃 毛运春 

蒙喜永 苗 勇 牛永敢 欧阳天祥  欧阳春 裴世荣 朴永君 亓发芝 乔先明 秦宏智 齐向东 任 军 单 磊 邵 英 

沈绍勇 沈运彪 石 冰 宋保强 宋建星 宋为民 宋 毅 苏明山 孙家明 孙林潮 孙 青 孙秋宁 孙中生 覃兴炯 

谭 军 谭 谦 谭晓燕 唐建兵 唐新辉 陶 然 田方兴 童 芸 涂彩霞 万苗坚 万贤德 汪海滨 王宝玺 王保生 

王春梅 王 东 王海沐 王海平 王 杭 王 靖 王 量 王琪影 王玮蓁 王晓军 王晓泸 王新灿 王先成 王 飏 

王宇燕 王志刚 王志军 王继华 王旭明 王 彦 王亚荣 文辉才 韦 敏 毋巨龙 吴慧玲 吴溯帆 吴 巍 吴文育 

吴晓军 吴信峰 吴雪峰 吴 艳 吴燕虹 吴毅平 吴玉家 夏 秋 夏 炜 项蕾红 肖征刚 谢红付 谢宏彬 修志夫 

徐 军 徐 霞 徐 阳 许凤芝 许龙顺 许扬滨 薛春雨 薛红宇 薛 萍 薛 瑞 薛志强 牙祖蒙 闫 言 颜 玲 

晏晓青 杨 斌 杨顶权 杨东运 杨红岩 杨慧兰 杨 军 杨 力 杨旅军 杨明勇 杨恰佳 杨蓉娅 杨 森 叶 红 

易成刚 易阳艳 尹宁北 尹 锐 尹卫民 游文健 于 波 余 力 苑凯华 翟弘峰 展 望 战长蔚 张 锤 张 刚 

张 辉 张 健 张 晨 张金明 张菊芳 张树青 张选奋 张亚洁 张翼翔  张余光 张 振 张正文 章宏伟  赵俊英 

赵启明 赵向东 赵小忠 赵亚平 赵 邑 赵 宇 赵自然 郑君达 郑清健 郑 荃 郑银土 郑永生 钟冠鸿  周国瑜 

周 科 邹丽剑 周鹏武 周展超 朱晓春 朱晓海 朱 轶 



MIAM2016 大会日程预览 

时间 题目 讲者 单位 

2016 年 9 月 2 日 星期五  

08:00-22:30 全天注册（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一楼注册处） 

分会场七：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金融投资分会成立大会（3M1 厅） 

13:00-17:0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金融投资分会成立大会** 

分会场九：艾尔建假体专场研讨会（3M5 厅） 

13:00-18:10 
大会主席：栾杰  罗盛康  余力 

评委嘉宾：栾杰  罗盛康  余力  孙家明  才杰  栗勇  林沸腾  肖征刚  易成刚     

  主持人：才杰 

13:00-13:05 欢迎致辞 熊  健  

13:05-13:15 开场致辞 

13:15-14:55 百里挑医决赛上半场 5 位选手（每人 15 分钟演讲+5 分钟现场提问） 

14:55-15:10 茶歇 

 主持人：余力 

15:10-17:10 百里挑医决赛下半场 6 位选手（每人 15 分钟演讲+5 分钟现场提问） 

17:10-17:40 乳房下皱襞在隆乳术中的意义与处理 栾  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7:40-18:00 颁奖合影 

18:00-18:10 会议总结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016 年 9 月 3 日 星期六 

主会场（301A 厅） 

18:00-18:30 新品发布会 

主会场：全体会议 （301A 厅） 

18:30-18:40    主持人：谭晓燕 

18:30-18:35 开幕式   

18:35-18:4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会长致辞 张  斌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18:40-19:45    主持人：项蕾红  林晓曦 

18:40-19:10 如果技术背后没有文化 戴尅戎 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9:10-19:30 
Professional Career as an Aesthetic Plastic 

Surgeon in the United States  
Lee L.Q.Pu    UC Davis,USA 

19:30-19:45 
新经济、新科技对我国医学美容未来十年发展的

影响 
汪永安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19:45-22:10    主持人：陈向东  宋建星 

19:45-20:00 注射美容进展（2015-2016） 
李  勤 广州军区总医院 

徐  军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院 

20:00-20:15 脂肪移植进展（2015-2016） 
宋建星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谭  军 湖南省人民医院  

20:15-20:25 新技术与新材料进展（2015-2016） 

金雪坤 新技术与新材料分会 

陈向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20:25-20:40 乳房整形美容进展（2015-2016） 
栾  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20:40-20:55 激光美容进展（2015-2016） 

林晓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陈锦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20:55-21:10 皮肤美容进展（2015-2016） 
王宝玺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1:10-21:25 眼整形美容进展（2015-2016） 
张余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郑永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21:25-21:40 面部年轻化进展（2015-2016） 
欧阳天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李  勤 广州军区总医院 

21:40-21:55 毛发移植进展（2015-2016） 
吴文育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张菊芳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21:55-22:10 鼻整形美容进展（2015-2016） 
黎  冻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  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22:10 G10 分会会长、副会长合影  

 

2016 年 9 月 3 日 星期六 

分会场一：面部年轻化分论坛（301B-1 厅） 

08:20-09:50   主持人：谢宏彬  范巨峰     

08:20-08:35 面部年轻化综合治疗个人经验 欧阳天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08:35-08:50 面部年轻化的手术治疗策略 吴毅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

医院 

08:50-09:05 内窥镜额部除皱和提升的不同技术 谢宏彬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9:05-09:20 
微创真假韧带重建及脂肪容量回补的面部年轻

化手术 
黎  冻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20-09:35 透明质酸用于面部年轻化的治疗方案与技术技巧 范巨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09:35-09:50 讨论 

09:50-10:10 茶歇 

10:10-11:40   主持人：石冰  宋为民  

10:10-10:25 
脂肪来源干细胞在面部脂肪移植填充以及年轻化

治疗中的应用初探 
石  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9 医院 

10:25-10:40 
亚洲人面部注射美容治疗策略共识和整合医学美

容技术 
宋为民 颜术医疗美容连锁 

10:40-10:55 情网追踪和面部年轻化系列治疗 刘  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0:55-11:10 光电协同技术治疗面部老化 卢  忠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10-11:25 面部美学评估与年轻化构建 孙中生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1:25-11:40 精微自体脂肪移植在初次隆鼻的运用 林才民 台湾高雄林才民整形外科诊所 

11:40-12:00 午餐 

12:00-13:00 苏州蔓尔卫星会   

 
新型微自交联透明质酸凝胶在中胚层疗法中的

应用 
宋为民 颜术医疗美容连锁 

14:00-15:30  主持人：吴慧玲  杨东运 

14:00-14:15 “再生医学”新技术在面部年轻化应用前景 郭爱华 英国杜伦大学 

14:15-14:30 如何通过注射实现面部 3D 提升 郑载润  

14:30-14:45 
面部埋线提拉结合填充剂和肉毒素注射综合打

造面部年轻化 
杨东运 重庆好美医疗美容医院 

14:45-15:00 自体脂肪移植面部年轻化技术的两点思考 陈小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5:00-15:15 眼袋与中面部年轻化 金云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5:15-15:30 中老年女性面部美化年轻化综合治疗分享 吴慧玲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30-15:50 茶歇 

15:50-17:30   主持人：郑荃  王杭 

15:50-16:05 微针疗法在面部年轻化中的应用体会 梁  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6:05-16:20 
激光超长脉宽的热模式在面部年轻化的临床疗

效观察 
陈  平 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16:20-16:35 黄金微针 水光和滚针的联合应用 郑  荃 重庆天妃整形美容医院 

16:35-16:50 CGF 一种新型的自体脂肪移植辅助手段 王  杭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16:50-17:05 脂肪的增减与面部年轻化 王  东 北京艺美美容医院 

17:05-17:20 额颞部脂肪填充术后处理方法分析 杜本军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7:20-17:30 讨论 



2016 年 9 月 3 日 星期六 

分会场二：激光美容分论坛（301B-3 厅） 

08:00-08:25 睑黄疣专题 主持人：赵邑  夏炜 

08:00-08:10 睑黄瘤激光及注射治疗进展 段晓涵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08:10-08:15 睑黄瘤的多中心研究计划及进展报告 赵  邑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08:15-08:20 睑黄瘤治疗病例分享与经验总结 赵  邑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08:20-08:25 讨论 

08:25-08:50 白癜风专题 主持人：涂彩霞  王玮蓁 

08:25-08:35 白癜风光疗法治疗进展 涂彩霞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08:35-08:40 白癜风的多中心研究计划及进展报告 吕世超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6 医院  

08:40-08:45 
自体皮肤活性细胞移植联合 308 激光治疗白癜

风的初步探讨 
刘志飞 北京协和医院  

08:45-08:50 讨论 

08:50-09:20 咖啡斑专题 主持人：林彤  赵小忠   

08:50-09:00 咖啡斑的治疗进展 林  彤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09:00-09:05 
Q 开关激光治疗孤立性咖啡斑的多中心研究计

划及进展报告 
林  彤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09:05-09:10 咖啡斑诊疗的个人经验总结 沈菊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09:10-09:15 调 Q 红宝石激光治疗咖啡斑的病例分享 钱  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15-09:20 讨论 

09:20-09:50 静态细纹专题 主持人：梁虹  简丹  陈平 

09:20-09:30 激光治疗面部静态纹的进展 梁  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09:30-09:35 
黄金微针和铒激光治疗面部静态纹的多中心研

究计划及进展报告 
简  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9:35-09:40 面部静态纹的病例分享与经验总结 梁  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09:40-09:45 
非剥脱点阵激光联合 A 型肉毒毒素透皮给药治

疗眼周皱纹的安全性及有效性临床评估 
樊  星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09:45-09:50 讨论 

09:50-10:10 茶歇 

10:10-11:00 痤疮瘢痕专题 主持人：李承新  杨森  骆丹  

10:10-10:20 痤疮瘢痕治疗新进展 李承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20-10:25 痤疮瘢痕的多中心研究计划及进展报告 李承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25-10:30 痤疮疤痕治疗的病例分享与经验总结 王  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10:30-10:35 
1550nm 铒玻璃点阵激光治疗痤疮瘢痕的疗效

观察及长期随访 
刘亚乐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35-10:40 DPL 在玫瑰痤疮治疗中的作用 吴  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40-10:45 
微剥脱铒激光联合点阵铒激光(2,940nm)在痤

疮瘢痕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陈  抗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 

10:45-10:50 痤疮凹陷性治疗瘢痕的光电 夏志宽 北京陆军总医院 

10:50-10:55 
微等离子体加混频超声技术与 CO2 点阵激光治

疗痤疮瘢痕的比较研究 
夏文华 北京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10:55-11:00 讨论 

11:00-11:35 葡萄酒色斑专题 主持人：李勤  陶娟  林晓曦 

11:00-11:10 葡萄酒色斑的治疗进展 陶  娟   武汉协和医院  

11:10-11:15 耐受性葡萄酒色斑的多中心研究计划及进展报告 马  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1:15-11:20 
双波长激光治疗葡萄酒色斑的安全性分析和病例

分享 
王天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1:20-11:25 葡萄酒色斑的光动力学治疗进展 苑凯华 广州军区总医院  

11:25-11:30 光动力疗法治疗葡萄酒色斑的自身对照双盲研究 黄  雯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30-11:35 讨论 

11:35-12:00 毛孔粗大专题 主持人：徐慧  亓发芝 

11:35-11:45 毛孔粗大的治疗进展 于文心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1:45-11:50 
点阵激光与 IPL 治疗毛孔粗大的多中心研究计

划及进展报告 
马  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1:50-11:55 无针水光改善面部状态的临床研究 赵俊英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1:55-12:00 讨论 

12:00-13:00 科医人卫星会   

12:00-12:30 冷冻减脂无创纤体技术临床应用 李文志 北京安贞医院 

12:30-13:00 新型 OPT 及非剥脱光纤点阵激光的临床应用进展 高  琳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3:00-14:00 博士伦卫星会   

分会场二：激光美容分论坛（301B-3 厅） 

14:00-14:45 新进展专题 主持人：项蕾红  林晓曦 

14:00-14:30 超声技术在皮肤美容中的应用 
Dr Henry Chan        

(陈衍理） 
香港大学医学部名誉教授 

14:30-14:45 射频技术的临床应用进展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45-15:35 面部皮肤松弛专题 主持人：孙林潮  栾琪  麦跃 

14:45-14:55 面部皮肤松弛的光电和超声治疗进展  杨翠霞 成都悦好美容医院  

14:55-15:00 微针射频在皮肤美容中的新进展 仇雅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5:00-15:05 皮肤松弛治疗的多中心研究计划及进展报告 栾  琪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5:05-15:10 射频微针多中心研究计划进展及病例分享 张  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5:10-15:15 超声紧肤病例分享及副作用预防 徐小珂 深圳鹏爱医疗美容医院  

15:15-15:20 超声刀用于面颈部皮肤松弛的 56 例体会 谷云岗 成都美瑞皮肤医疗美容医院 

15:20-15:25 面部松弛的综合治疗 富秋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15:25-15:35 讨论 

15:35-15:55 茶歇 

15:55-16:40 脂肪堆积专题 主持人：李文志  吴溯帆  展望 

15:55-16:05 聚焦超声无创融脂的进展 刘红梅 北京黄寺美容外科医院  

16:05-16:10 
聚焦超声治疗产后脂肪堆积和橘皮样变的多中

心研究计划及进展报告 
栾  琪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6:10-16:15 聚焦超声无创融脂的原理与应用 李文志 北京安贞医院  

16:15-16:20 激光辅助吸脂的临床应用进展 吴溯帆 浙江省人民医院 

16:20-16:25 无创塑形与光电辅助溶脂技术的 新发展与应用 樊  昕 北京军区总医院 

16:25-16:30 聚焦超声溶脂紧肤的临床经验分享 许进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64 医院 

16:30-16:35 无创塑身新技术－冷冻溶脂的应用进展 张云松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6:35-16:40 讨论 

16:40-17:40 BTL 卫星会   

17:40-18:10 黑眼圈专题 主持人：宋为民  崔海燕  郑永生 

17:40-17:50 黑眼圈的治疗进展 马  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7:50-17:55 色素型黑眼圈的多中心研究计划及进展报告 马  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7:55-18:00 亚洲人黑眼圈的分型论治 付  俊 上海颜术高得医疗美容门诊部 

18:00-18:05 光纤去眼袋技术的个人经验总结 崔海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8:05-18:1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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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三：注射美容分论坛（302 厅） 

08:20-11:20 瑞蓝学术专场   

08:20-08:25 
“微整专业中青年人才培养科研支持项目”开

幕仪式 

罗盛康教授      

及相关领导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08:25-08:40 项目意义、评选及管理介绍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08:40-09:10 科研设计思路 外聘讲者   

09:10-09:50 HA 注射后副反应管理相关科研思路及实践分享 刘  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09:50-10:30 HA 注射后副反应管理相关科研思路及实践分享 汪海滨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0:30-11:20 注射技巧分享 海外讲者   



12:00-14:00 衡力学术专场 主持人：李勤 

 劣假肉毒素的危害及处理原则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肉毒毒素的微滴治疗 夏  炜 西安美莱美容整形医院 

14:00-18:00 中韩注射美容论坛暨艾莉薇学术专场 会议主席：徐军 

14:00-14:05 开场致辞     徐  军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院 

14:05-15:35 第一部分：面部解剖与注射美容并发症  

14:05-14:45 鼻部及鼻周围注射填充危险区域的解剖学分析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4:45-15:25 
结合实际案例分享面部注射填充并发症的预防

与处理 
高益秀 韩国高益秀整形外科医院  

15:25-15:35 问答+点评环节 点评专家：徐军  罗盛康  高益秀 

15:35-16:25 第二部分：透明质酸填充剂的理论基础  

15:35-16:15 微观世界里的透明质酸 金凡峻 韩国首尔中央大学医院 

16:15-16:25 问答+点评环节 点评专家：徐军  金凡峻 

16:25-17:55 第三部分：中韩注射美容技术与进展  

16:25-17:05 小剂量透明质酸分次治疗打造面部立体轮廓 李  勤 广州军区总医院 

17:05-17:45 韩国面部综合微创美容技术进展 尹章凤 韩国 NAWBU CLNIC 医院 

17:45-17:55 问答+点评环节 点评专家：徐军  李勤  尹章凤 

17:55-18:00 会议总结 徐  军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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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四： 乳房整形分论坛（305 A 厅） 

08:00-10:40  主持人：亓发芝  才杰 

08:00-08:20 
Contemporary breast augmentation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当代隆胸术进展） 
Lee L.Q.Pu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整形外科 

08:20-08:40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Breast 

Augmentation Surgery in Europe (欧洲隆乳术

的当今发展状况)  

Klaus Gerhard           

Niermann 
德国汉诺威大学 

08:40-08:55 CD-4 理论-确定乳房假体宽度的新方法 才  杰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08:55-09:10  腋窝入路隆乳术后假体移位的治疗 余  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09:10-09:25 
3D 影响技术在假体隆乳术中的设计以及术后

对比 
汪海滨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09:25-09:40 大容量脂肪移植隆乳术技术改进 曹卫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09:40-09:55 隆胸术的沟通与决策 郭晓进 四川省美容整形协会 

09:55-10:10 内镜下双平面假体隆胸联合自体脂肪移植 易成刚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0:10-10:25 乳房下皱襞隆胸术的探讨 钟冠鸿  杭州艺星整形美容医院 



10:25-10:40 下皱襞切口隆乳与相关因素分析 王喜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40-12:00  主持人：余力  汪海滨  

10:40-10:55 垂直瘢痕乳房缩小术---缩短学习曲线 冯自豪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55-11:10 依据乳房血供来源个性化设计治疗巨乳症 易成刚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1:10-11:25 直线法乳房成形术的手术要点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1:25-11:40 乳房缩小术 孙家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

医院 

11:40-11:50 内侧蒂法联合脂肪抽吸治疗乳房中重度肥大 韩雪峰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1:50-12:00 讨论 

12:00-12:30 午餐 

12:30-13:30 康奥卫星会 主持人：罗盛康 

12:30-13:00 宝俪假体的选择和临床应用 罗盛康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13:00-13:30 Differentiation of Breast Implant Gel Systems Alastair Winn  

13:30-15:55  主持人：孙家明  穆大力   

13:30-13:45 三维扫描成像技术辅助下假体隆胸及乳房重建 夏有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3:45-14:00 扩张法辅助多种技术在乳房再造中的应用 穆大力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4:00-14:15 生物补片在乳房再造中应用以及并发症处理 王先成 中南大学湘雅第二医院 

14:15-14:30 乳癌术后即刻乳房再造 10 年合作经验 韩思源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30-14:45 乳腺肿瘤所致复杂胸壁创面的修复 亓发芝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4:45-15:00 NSM*联合假体乳房重建 王  靖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 

15:00-15:15 脂肪移植隆乳术问题及应对方法 刘宏伟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15-15:30 自体脂肪移植配合埋线悬吊治疗乳房下垂 王新灿 丽都整形集团 

15:30-15:45 乳房再造与乳腺外科合作的经验 谭  谦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5:45-15:55 讨论   

15:55-16:15 茶歇 

16:15-17:40  主持人：易成刚  栗勇 

16:15-16:30 
脱细胞异体真皮+假体对奥美定取出术后乳房

畸形的修复 
穆大力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6:30-16:45 奥美定注射丰胸并发症分类及处理策略 黄广香 广州家庭医生整形美容医院 

16:45-17:00 
奥美定取出同期假体植入术后合并大量积液治

疗体会 
谢义徳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7:00-17:15 垂直法乳房成形术的技术要点和适应证探讨 冯传波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7:15-17:30 不良乳房术后的整形修复 栗  勇 杭州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17:30-17:4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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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五：脂肪医学分论坛（305B 厅） 

08:20-10:35 面部脂肪移植专题 主持人：宋建星  陈华  鲁峰 

08:20-08:40 脂肪注射移植在面部整形美容临床应用的进展 李  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8:40-08:55 脂肪移植结合面部溶脂在面部年轻化的应用  曹卫刚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08:55-09:10 
脂肪源性干细胞在脂肪移植及面部年轻化中的应

用：问题及解决方案 
刘宏伟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10-09:25 精微自体脂肪移植在初次隆鼻的运用 林才民 台湾高雄林才民整形外科诊所 

09:25-09:40 
生物活性物质 PRP、PRF 及 CGF 与脂肪移植的临

床应用和进展 
赵启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 117 医院 

09:40-09:55 颗粒脂肪移植结合射频的面部年轻化 黄金龙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09:55-10:10 冷冻自体脂肪移植的研究进展 陈乙祯 杭州整形医院 

10:10-10:25 PRP、PRF、CGF 对提高脂肪移植存活率的作用研究  王  杭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10:25-10:35 茶歇讨论 

10:35-12:15  主持人：陈敏亮  刘宏伟  毋巨龙 

10:35-10:50 
Roger 脂肪移植法（非扩张发）在面部及乳房

美容手术领域的应用 
刘晓燕  金华华美整形美容医院 

10:50-11:05 SVF 凝胶的制备及其在面部综合年轻化中的应用 鲁  峰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11:05-11:20 基于 MR 定量的脂肪移植面部年轻化 蒋朝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1:20-11:35 自体脂肪移植重塑面部轮廓 鲁树荣 成都华美整形美容医院 

11:35-11:50 
面部脂肪移植的技术优化（FAAS 技术）和疗

效探讨 
李  越 广东省银行医院 

11:50-12:05 
纳米脂肪非结构性脂肪移植技术研究机眼周年

轻化中的临床应用 
梁志生 深圳阳光整形美容医院 

12:05-12:15 讨论 

13:00-14:55  主持人：黄金龙  吴溯帆  夏炜 

13:00-13:15 
如何提高微拉美综合微创除皱提升术的远期效

果-我的方法 
叶怀挺 上海伊莱美医疗美容医院 

13:15-13:30 
自体脂肪表情肌内注射和结构性注射移植在面

部年轻化中的应用 
聂云飞 

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家庭医生整形美

容医院 

13:30-13:45 脂肪移植存活率的相关因素之分析 柯晴方 湖北省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医院 

13:45-14:00 内窥镜除皱提升脂肪塑形的综合面部年轻化技术 毕洪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00-14:15 自体脂肪移植矫正超宽重睑畸形 宋建星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14:15-14:25 
自体脂肪颗粒移植治疗眼眶外伤后眼球后退、

眼窝凹陷的美容效应 
陈  辉  四川省人民医院 

14:25-14:35 自体颗粒脂肪移植在面部年轻化中应用 李开梓 山东省滕州市中医医院 

14:35-14:45 自体干细胞和生长因子提高脂肪面部充填的效果 易成刚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4:45-14:55 自体脂肪移植在面部年轻化中的技术特点 胡葵葵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 

14:55-16:20 大剂量脂肪移植专题 主持人：李勤  范巨峰  刘晓燕 

14:55-15:10 
精细自体脂肪移植在初次隆乳中的应用：真实感

及适应症 
林才民 台湾高雄林才民整形外科诊所 

15:10-15:25 可以取代假体的大量颗粒脂肪移植隆乳术 王志军   南京王志军医疗美容诊所 

15:25-15:45 水动力吸脂隆胸技术的优势与操作特点 姜宇禄 成都娇点整形美容医院 

15:45-15:55 水动力辅助吸脂技术在自体脂肪隆乳术的应用 宋凡伟 杭州整形医院 

15:55-16:05 自体脂肪隆胸的体会和技术改进 吕金陵 爱思特美容医院集团 

16:05-16:15 
基于实验研究的一次性单切口大容量自体脂肪隆

胸术 
徐剑炜 上海博爱医院 

16:15-16:20 茶歇讨论 

16:20-17:20 吸脂溶脂专题 主持人：曹卫刚  王志军 

16:20-16:35 中国大剂量吸脂塑身术 王志军 南京王志军医疗美容诊所 

16:35-16:50 liposuction of neck（颈部吸脂） 
Kang Won Kyun 

(姜元景)    
首尔姜元景整形外科医院 

16:50-17:05 Body Tite 射频雕塑在面部及躯体塑形中的应用 黄金龙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7:05-17:20 激光溶脂术及其它溶脂方法的进展 孙  燚 浙江省人民医院 

17:20-18:20 脂肪移植术后并发症专题 主持人：谭军  陈育哲 

17:20-17:25 脂肪移植美容治疗中并发症研究 陈敏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17:25-17:40 如何避免脂肪移植及填充物注射的严重并发症 林才民 台湾高雄林才民整形外科诊所 

17:40-17:55 二十年脂肪移植隆胸术临床经验及并发症处理 刘成胜 北京京美整形医院 

17:55-18:10 
自体脂肪移植治疗颞部凹陷导致静脉栓塞的解剖

学基础：颞中静脉 
蒋  萱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18:10-18:20 讨论 

2016 年 9 月 3 日 星期六 

分会场六：皮肤美容分论坛（307 厅） 

08:00-10:00 痤疮专场 主持人：王宝玺  高天文 

08:00-08:24 痤疮的临床表现与综合治疗方案 王宝玺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08:24-08:48 点阵激光在痤疮瘢痕中的应用比较 杨  斌 广东省皮肤病医院 

08:48-09:12 痤疮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鞠  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09:12-09:36 面部痤疮样皮肤病的诊断及其治疗 林  彤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09:36-09:50 
1550nm 铒玻璃点阵激光治疗痤疮疗效观察及

长期随访 
刘亚乐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09:50-10:00 讨论 

10:00-10:18 茶歇 



10:18-12:00 聚焦黄褐斑专场 主持人：项蕾红  赖维 

10:18-10:42 光调作用对于黑素细胞代谢的影响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0:42-11:06 果酸疗法在黄褐斑治疗中的应用 吴  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06-11:30 调 Q 激光/IPL/长脉宽 PDL 对于黄褐斑的疗效比较 卢  忠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30-11:54 黄褐斑的指南解读 许爱娥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11:54-12:00 讨论 

13:00-15:02 年轻化技术进展及其应用专场 主持人：周展超  李珊山 

13:00-13:24 皮肤年轻化治疗对策 周展超 南京展超丽格医疗美容诊所 

13:24-13:48 抗氧化剂与皮肤年轻化 吴  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3:48-14:12 注射美容技术：肉毒素、填充剂与水光针 梁  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14:12-14:32 皮肤紧致治疗：超声刀、黄金微针与射频技术 赵小忠 北京小忠丽格医疗美容医院 

14:32-14:52 注射填充剂的严重不良反应与处理 洪绍霖 北京泽尔丽塔医疗美容诊所 

14:52-15:02 聚焦射频联合果酸活肤在抗衰治疗中的应用 黄咏梅 西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15:02-15:18 茶歇 

15:18-17:26 损容性皮肤病综合治疗专场 主持人：何黎  栗玉珍 

15:18-15:42 敏感性皮肤及其治疗 何  黎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42-16:06 白癜风及其相关疾病的表现与治疗 张成锋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6:06-16:26 医学护肤品在皮肤病中的应用 李  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6:26-16:46 面部血管瘤的治疗时机选择 叶  莹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16:46-17:06 鲜红斑痣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 高  琳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7:06-17:26 玫瑰痤疮的治疗进展 章  伟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2016 年 9 月 3 日 星期六 

分会场七：新技术与新材料分论坛（3M1 厅） 

08:20-11:40   主持人：陈向东  李文志 

08:20-08:45 生物蛋白海绵的医美临床应用 项  琪 广州暨南大学医药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08:45-09:10 纳米透皮技术在生物医学美肤的应用 常  津 
天津大学生命科学院纳米生物技术

研究所 

09:10-09:40 美塑疗法产品技术创新和趋势 Jean-Paul Ben 法国 Needle Concept 公司 

09:40-09:50 讨论 

09:50-10:10 茶歇 

10:10-10:30 玻尿酸栓塞的成因探讨及分期治疗 曹思佳 大连新华美天医疗美容医院 

10:30-10:50 新型双波长点阵激光在痤疮疤痕的应用研究 杨  斌 广东省皮肤病医院 

10:50-11:10 
利多卡因在透明质酸注射中的应用方法和临床

优劣 
夏  炜 西安美莱美容整形医院 



11:10-11:30 PRP 影响血管生成及损伤修复的研究进展 刘蔚雯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1:30-11:40 讨论 

11:40-13:00 午餐 

13:00-17:20   主持人：杨斌  李东 

13:00-13:20 
脂肪微粒移植用于面部年轻化及容量恢复：面

部提升术的替代疗法还是辅助疗法 
Norbert Pallua 

 

13:20-13:40 液态高浓缩生长因子的美容应用 陈勇军 广东省皮肤病医院 

13:40-14:00 晚期面瘫手术改良 胡志奇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4:00-14:20 1064nm 创世纪皮秒在色素及嫩肤上的临床应用 张义明 臻瑞医疗美容连锁成都阿芙罗机构 

14:20-14:40 Q-Switch YAG 激光在黄褐斑治疗的应用 广濑嘉惠 日本银座嘉惠医美国际连锁机构 

14:40-15:05 纳米点阵射频技术临床经验分享 李  凯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5:05-15:15 讨论 

15:15-15:40 茶歇 

15:40-16:00 黄褐斑诊断皮肤镜的研究与设计 沙  洪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16:00-16:20 蚕丝蛋白及其微囊化在医药及美容方面的应用 周志敏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16:20-16:40 丝蛋白功能化设计及其在美肤美容的应用 吕  强 苏州大学 

16:40-16:55 
基质胶促进体内毛囊重构并作为细胞支架实现

毛囊再生 
肖顺娥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6:55-17:10 
层层自组装技术包裹单个毛乳头细胞对毛发重

建的作用 
王  瑾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7:10-17:20 讨论 

2016 年 9 月 3 日 星期六 

分会场八： 眼整形美容分会全委会（3M3 厅） 

17:00-18:0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眼整形美容分会全委会** 

分会场九： 鼻整形美容分会全委会（3M5 厅） 

17:00-18:0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鼻整形美容分会全委会** 

2016 年 9 月 4 日 星期日 

分会场一 ：面部年轻化分论坛 （301B-1 厅） 

08:20-09:50   主持人：龙笑  易成刚 

08:20-08:35 光声电整合在面部年轻化的应用 杨慧兰 广州军区总医院 

08:35-08:50 
二氧化碳点阵联合射频在皮肤年轻化中的临床

应用 
龙  笑 北京协和医院 

08:50-09:05 年轻化治疗之肤色综合改善策略 孙林潮 成都市青羊区博雅医院 

09:05-09:20 眼周年轻化理念及关键技术  王春梅 东莞康华医院 



09:20-09:35 BOTOX 在肩颈部塑形中的应用 杨恰佳 深圳广和美容门诊部 

09:35-09:50 自体脂肪移植在面部年轻化中的应用 易成刚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09:50-10:10 茶歇 

10:10-11:40   主持人：王飏  杨高云 

10:10-10:25 
整合激光祛眼袋及中脸回春：复合式美容微创

手术 
王存福 

台湾妮傲丝翠集团总顾问医师 

三军总医院-整形外科/国防医学院 

10:25-10:40 发际线内微切口面部双平面线性提升解剖与技术 吕金陵 爱思特美容医院集团 

10:40-10:55 艺术骨雕技术与材料 王保生 南京奇致整形美容 

10:55-11:10 
埋线提升结合填充剂和肉毒毒素在面部年轻化

的应用 
张宗学 深圳希思医疗美容医院 

11:10-11:25 线性及液态提升术在面部年轻化治疗中的应用 王  飏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25-11:40 微整形操作中的技巧及注意事项 杨高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11:40-12:00 午餐 

12:00-13:00 得玛莎卫星会－韩国最新配方来自得玛莎疗法   

14:00-15:30   主持人：晏晓青  毛禹 

14:00-14:10 
人体脂肪源干细胞条件培养基蛋白质提取物的

抗衰老功效评价 
王  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10-14:20 
面部深层脂肪解剖结构及其在面部年轻化治疗

中的意义 
曾令寰 四川中西医结合医院 

14:20-14:30 面部医学照片的定位拍摄标准化探讨 陈  深 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 

14:30-14:40 PPDO 线的年轻化治疗 晏晓青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院 

14:40-14:50 赫林氏定律在上睑下垂矫正术中的应用 潘  贰 广州眼鼻汇医疗美容机构 

14:50-15:00 全面部年轻化的理解和解决方案中内窥镜的应用 毛  禹 吉林长春蓝天医疗美容医院 

15:00-15:10 OG 充盈术--玻尿酸结合蛋白线成就完美脸型 王新宇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15:10-15:20 
A 型肉毒毒素直接抗皮肤老化作用的临床系列

研究 
周炳荣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20-15:30 
口角上提手术（“微笑唇”）在唇部年轻化中

的应用 
潘柏林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30-16: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面部年轻化分会全委会** 

2016 年 9 月 4 日 星期日 

分会场二：激光美容分论坛 （301B-3 厅） 

08:00-08:48 黄褐斑专题 主持人：吴溯帆  张振  杨慧兰 

08:00-08:10 黄褐斑的治疗进展 张  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08:10-08:18 黄褐斑的发病机制再认识 李承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08:18-08:23 黄褐斑的多中心研究计划及进展报告 罗瑶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8:23-08:28 黄褐斑治疗的病例分享与经验总结 赵俊英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08:28-08:33 调 Q 点阵技术治疗黄褐斑经验分享 刘海峰 长沙爱思特医疗美容医院 

08:33-08:38 褐青色痣的激光治疗经验总结 张  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08:38-08:48 讨论 

08:48-09:18 文身专题 主持人：陈向东  于波 

08:48-08:58 文身治疗的进展 陈向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08:58-09:03 文身的多中心研究计划及进展报告 相文忠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09:03-09:08 文身治疗的病例分享与经验总结 张孟丽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09:08-09:13 激光治疗文身的并发症 相文忠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09:13-09:18 讨论 

09:18-09:50 膨胀纹专题 主持人：黄绿萍  冯永强  曾维惠 

09:18-09:28 膨胀纹的光电治疗进展 冯永强 北京整形外科医院 

09:28-09:33 膨胀纹的多中心研究计划及进展报告 张  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09:33-09:38 膨胀纹治疗的病例分享与经验总结 张  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09:38-09:43 激光联合微针综合治疗妊娠纹的经验总结 迟英姿 北京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09:43-09:50 讨论 

09:50-10:10 茶歇 

10:10-10:50 外伤性色素沉着专题 主持人：赵红艺  汪蓓青  周展超 

10:10-10:20 外伤性色素沉着的治疗进展 赵红艺 北京医院  

10:20-10:25 
外伤性色素沉着治疗的多中心研究计划及进展

报告 
任荣鑫 北京医院 

10:25-10:30 外伤性色素沉着的病例分享与经验总结 赖琳英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院第一附属医院 

10:30-10:35 调 Q 红宝石激光治疗难治性色素疾病的经验分享 林  彤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10:35-10:40 
1064nm 皮秒激光对色素增加性皮损疗效的初

步观察 
赵小忠 北京小忠丽格医疗美容医院 

10:40-10:45 
强脉冲光联合左旋维生素 C 导入治疗外伤性色

素沉着疗效观察 
郑  群 杭州整形医院 

10:45-10:50 讨论 

10:50-11:15 瘢痕疙瘩专题 主持人：武晓莉  李雪莉 

10:50-11:00 瘢痕疙瘩的光电治疗进展 陈宗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1:00-11:05 瘢痕疙瘩的多中心研究计划及进展报告 武晓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1:05-11:10 瘢痕疙瘩的病例分享与经验总结 李  淼   沈阳军区总医院  

11:10-11:15 讨论 

11:15-11:50 增生性瘢痕专题 主持人：谭军  尹锐   



11:15-11:25 增生性瘢痕光电技术治疗的应用进展 雷  颖  湖南省人民医院  

11:25-11:30 增生性瘢痕的多中心研究计划及进展报告 谭  军 湖南省人民医院  

11:30-11:35 增生性瘢痕的专家共识与病例分享 谭  军 湖南省人民医院  

11:35-11:40 超脉冲 CO2激光结合点阵铒激光在瘢痕中的应用 李  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1:40-11:45 激光治疗浅表性瘢痕的临床体会 迟英姿 北京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11:45-11:50 讨论 

11:50-12:00 用餐 

12:00-13:00 欧洲之星卫星会—Fotona 4D无创祛眼袋及面部提升经验分享 主持人：陈锦安 

12:00-12:05 主席致辞 陈锦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2:05-12:30 
激光超长脉宽的热模式在面部年轻化的临床疗

效观察 
陈  平 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12:30-12:55 Er:YAG 联合 ND:YAG 激光在无创祛眼袋经验分享 李  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2:55-13:00 讨论 

13:00-14:00 赛诺秀专题卫星会   

13:00-13:15 PicoSure 皮秒激光新技术的临床治疗应用 苏明山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13:15-13:20 讨论 

13:20-13:35 
Revlite SI 治疗难治性色素增加性皮肤病的经验

和体会 
宋为民 颜术医疗美容连锁 

13:35-13:40 讨论 

13:40-13:55 
Cynergy 双波长激光治疗儿童血管异常性疾病

的经验分享 
陈  萍 徐州市儿童医院 

13:55-14:00 讨论 

14:00-14:30 血管性疾病专题 主持人：周国瑜  李伟  

14:00-14:10 腿部表浅静脉曲张的激光治疗 甘宗本 

福康诊所-静脉曲张医学美容中心 

台北荣民总医院-心脏血管外科/国

防医学院 

14:10-14:15 
窄谱强脉冲光治疗弥漫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的临

床研究 
卢  忠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4:15-14:20 下肢静脉曲张及毛细血管扩张症的激光治疗 赵海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4:20-14:25 窄谱强脉冲光在血管性及色素性皮肤病中的应用 应朝霞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4:25-14:30 
595nmPDL/1064nmNd：YAG 激光治疗婴幼儿

血管瘤的临床分析 
苏振民 

福建省泉州市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

眼科医院 

14:30-15:05 私密激光专题 主持人: 欧阳天祥  陈清海  

14:30-14:35 女性私密市场发展趋势及前景 李大铁 云南华美美莱美容医院 

14:35-14:40 菲蜜丽私密抗衰老经验分享 罗  玲 艺星集团微整中心 

14:40-14:45 私密激光的国际化趋势 苏恭敏 台湾高雄医学大学 



14:45-14:50 
台湾私密激光临床运用分享-私密激光临床运

用之未来五年国际趋势  
李伯宁 

台湾维格医美集团两性私密康复及

再生医学中心 

14:55-15:00 钬激光在皮肤性病科中应用体会 杨春俊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 

15:00-15:05 黄金微针射频治疗腋臭的临床研究 林  洁 杭州整形医院 

15:05-15:30 不良反应专题 主持人： 陈锦安  杨斌 

15:05-15:15 光、电、声治疗的不良反应分析 陈锦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5:15-15:20 
激光和光电术后的风团样不良反应：如何分析

和应对 
宋为民 颜术医疗美容连锁 

15:20-15:25 
激光美容术后皮肤不良反应的处理

The adverse effect revision treatment after Laser  
丹尼·蒙塔古·金 Danné Montague-King co. 

15:25-15:30 Antera 3D 皮肤检测仪在激光治疗中的应用 邓  军 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15:40-16:4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激光美容分会全委会** 

2016 年 9 月 4 日 星期日 

分会场三 : 注射美容分论坛（302 厅） 

08:20-09:54 并发症专场：第一场 主持人：陈敏亮  徐军 

08:20-08:30 注射整形安全指南 徐  军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院 

08:30-08:42 不良注射美容致眼部血管危象的救治体会及思考 陈敏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08:42-08:54 高频超声在注射填充美容并发症的临床应用 陈光宇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08:54-09:06 注射后并发症的主要皮肤表现及处理 卢  忠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9:06-09:18 注射美容严重并发症的再思考 黎  冻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9:18-09:30 注射充填致失明的机理分析与序列治疗 孙中生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09:30-09:42  中国审美和微整注射 王丹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09:42-09:54   注射充填栓塞信号的发现与第一时间处理 吴晓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09:54-10:10 茶歇 

10:10-11:40 并发症专场：第二场 主持人：刘凯  陈光宇 

 10:10-10:22  亚洲人面部设计及精准化注射 何维新 
The Lasers,Aesthetic and Plastic 

Surgery specialists 

10:22-10:34 眼周充填剂血管栓塞并发症的分析与预防 欧阳天祥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10:34-10:46 中国医生肉毒素注射习惯分享 吴  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0:46-10:58 PRP 联合胶原在面部美容外科的应用 金宝玉 西安美立方医疗美容医院 

10:58-11:10 

生物酶疗与整形美容注射的临床结合 

（The Clinical Combination of Enzyme 

Treatmentand Injections） 

丹尼·蒙塔古·金 Danné Montague-King co. 

11:10-11:20 
玻尿酸、肉毒素有机结合有在面部年轻化中的

作用 
高中玉 浙江大学国际医院 

11:20-11:30 玻尿酸与胶原蛋白在中胚层疗法中的应用 刘  青 西安美立方医疗美容医院   



11:30-11:40 讨论 

11:40-12:00 午餐 

12:00-13:00 艾尔建卫星会   

12:00-12:05 艾尔建公司致欢迎辞   艾尔建公司 

12:05-12:10 大会主席致辞 徐  军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院 

12:10-12:50 保妥适®乔雅登®联合打造花漾新龄 宋为民 颜术医疗美容连锁 

12:50-13:00 讨论及总结 徐  军 北京伊美尔医疗美容医院 

13:00-14:00 双美卫星会   

  玻尿酸与双美胶原蛋白的合并治疗 程  健 杭州维多利亚医疗美容医院 

  双美胶原蛋白“私密处”回春注射疗法 李久恒 李久恒整形外科诊所 

14:00-15:10 并发症专场：第三场 主持人：吴晓军  董帆 

14:00-14:10 
线性提拉联合注射在预防鼻唇沟注射并发症的

应用意义 
韩  胜 上海华美医疗美容医院 

14:10-14:20 眼血管栓塞病例分析与讨论 陈  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14:20-14:30 双平面技术在注射隆鼻术中的应用  陈  刚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4:30-14:40 面部脂肪填充术后 NTM 感染 杨  平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14:40-14:50 
透明质酸皮肤填充剂血管源性不良反应及透明

质酸酶治疗部位不同的比较研究 
王  杭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14:50-15:00      补充式注射美容---水光联合滚针的临床应用 黄媛媛 武汉五洲医疗美容医院 

15:00-15:10 讨论 

15:30-16: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微创与皮肤整形美容分会全委会** 

2016 年 9 月 4 日 星期日 

分会场四＋分会场五：微针疗法学术专场 （305A 厅+305B 厅） 

08:00-09:50 上半场  主持人：梁虹  李大铁 

08:00-08:20 细胞生长因子临床应用基础 黄亚东 广州暨南大学医药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08:20-08:40 微针疗法的皮肤生理病理学影响 项蕾红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08:40-09:10 微针应用于育发的治疗 梁  虹 湖北省人民医院 

09:10-09:30 要微整也要微针 田鹏飞 重庆艺星医疗美容医院 

09:30-09:50 伊肤泉微针用于抗衰老治疗的临床观察报告 李  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50-10:00 茶歇 

10:00-12:00 下半场  主持人：郑荃  李利 

10:00-10:20 微针项目在医疗美容医院的经营地位 陈伟军 北京艺星医疗美容医院 

10:20-10:40 伊肤泉水光蛋白的临床观察宝盖 李大铁 云南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10:40-11:00 颈纹和妊娠纹微针操作技法/标准化探讨？ 黄桂云 上海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11:00-11:20 滚轮微针操作技法/标准化探讨？ 杨  鹏 深圳美莱医疗美容医院 

11:20-11:40 微针疗法新高度 郑  荃 重庆天妃医疗美容医院 

11:40-12:00 讨论 

14:30-15: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新技术与新材料分会全委会** 分会场四（305A 厅） 

14:00-15: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微创与皮肤整形美容分会微针专业委员会全委会** 分会场五（305B 厅） 

15:30-16: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乳房整形分会全委会** 分会场四（305A 厅） 

15:30-16:3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脂肪医学分会全委会** 分会场五（305B 厅） 

2016 年 9 月 4 日 星期日 

分会场六：皮肤美容分论坛 （307 厅） 

08:00-10:05 面部皮炎与皮肤美容专场 主持人：谢红付  陈柳青 

08:00-08:18 忽略面部皮炎给美容治疗带来的“陷阱” 谢红付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8:18-08:36 光电治疗面部毛细血管扩张的挑战 杨  斌 广州省皮肤病医院 

08:36-08:54 亚洲人色素研究 刘  玮 北京空军总医院 

08:54-09:12 多种面部色斑重叠治疗中的取与舍 简  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9:12-09:30 光动力与面部炎症性皮肤病 尹  锐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09:30-09:48 痤疮指南的解读 李恒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09:48-10:05 

生物酶疗在皮肤修复领域的 新应用 （痤疮，红斑

痤疮，皮肤炎，毛囊炎，色素沉着） Para-

Medical Skin Revision with Enzyme (acne, rosacea, 

dermatitis, folliculitis, Hyperpigmentation) 

丹尼·蒙塔古·金 Danné Montague-King co. 

10:05-10:20 茶歇 

10:20-11:55 皮肤外科专场 主持人：吴信峰  杜华 

10:20-10:45 白癜风的外科治疗进展 吴信峰 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 

10:45-11:05 色素痣诊治决策 李  航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1:05-11:30 眼周皮肤肿瘤的美容手术修复 张  斌 大连皮肤病医院 

11:30-11:55 痤疮瘢痕的综合治疗对策 陈晓栋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13:00-14:30 中医美容专场 主持人：刘巧  徐阳 

13:00-13:25 中药面膜在皮肤科的应用 刘  巧 海南省皮肤病医院 

13:25-13:50 "药针膜"中医特色综合方案治疗寻常痤疮 李福伦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 

13:50-14:10 火针治疗损容性皮肤病 刘红霞 新疆自治区中医医院 

14:10-14:30 微针美容技术及其应用 刘  宁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4:40-16:10 皮肤无创检测技术专场 主持人：李利  孙青 

14:40-15:05 皮肤三维成像及客观化评估（Antara3D 技术） 陈  奇 新加坡泰瑞恒德 



15:05-15:30 皮肤镜与皮肤 CT 联合诊治技术 孙东杰 昆明医科大学 

15:30-15:50 皮肤镜的临床测量技术 孙秋宁 北京协和医院 

15:50-16:10 
自主研发图像分析系统皮肤色素诊断评估中的

应用 
宋为民 颜术医疗美容连锁 

16:10-17:1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美容分会全委会** 

2016 年 9 月 4 日 星期日 

分会场七：鼻整形美容分论坛 （3M1 厅） 

08:20-09:55  
主持人：李东  李圣利 

点评专家：董帆  李战强  黄金龙 

08:20-08:40 个人鼻整形理念的改革与发展 牛永敢 郑州东美美医疗美容医院 

08:40-08:55 
3D 术前美学分析与手术设计在个性化鼻整形

中应用 
安  阳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08:55-09:10 鼻整形的平衡原则 刘  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09:10-09:25 汉族女性鼻底形态比例指数分析 杨甄宇 杭州整形医院 

09:25-09:40 鼻尖整形的力学平衡 尹卫民 深圳市君烊医疗美容医院 

09:40-09:55 讨论 

09:55-10:10 茶歇 

10:10-12:25   
主持人：谭晓燕  曾高 

点评专家：谭谦  韦敏  牛永敢 

10:10-10:25 L 型硅胶在鼻延长中应用的再思考 黎  冻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0:25-10:40 双平面分离法在鼻整形中的应用 杨海波 浙江金华华美整形美容医院 

10:40-10:55 肋软骨隆鼻的临床进展和适应症 李圣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0:55-11:10 鼻延长术中利用耳部复合组织矫正鼻翼退缩 欧阳春 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医院 

11:10-11:25 欧亚混血风格鼻整形的患者选择和并发症控 王  艇 
大连市医汇美容管理有限公司沙河

口医疗美容门诊部 

11:25-11:40 膨体聚四氟乙烯应用于鼻整形术后并发症的防治 施嫣彦 杭州整形医院 

11:40-11:55 鼻整形常见纠纷及个人处理方式 李战强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1:55-12:10 如何有效地纠正鼻翼退缩 徐  航 大连新华美天医疗美容医院 

12:10-12:25 讨论 

12:25-13:00 用餐 

13:00-15:50   
主持人：郑永生  黎冻 

点评专家：王先成  刘凯  高山  

13:00-13:15 歪鼻矫正的经验体会 郑永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13:15-13:30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Short Nose 

Correction involving contracted nose. 

Woo Shik Choi

（崔寓植） 
韩国 MVP 整形外科医院 

13:30-13:45 挛缩鼻的整形要点 曾  高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13:45-14:00 再次鼻整形手术方式选择及疗效评价 齐向东 广州军区总医院 

14:00-14:20 茶歇 

14:20-14:35 再次鼻整形的原因分析 谭晓燕 杭州整形医院 

14:35-14:50 耳廓复合组织移植物在鼻翼修复重建中的应用 李  江 济南军区总医院门诊 

14:50-15:05 
Key Factors in Correction of Secondary 

Unilateral Cleft Lip Nose 

Woo Shik Choi

（崔寓植） 
韩国 MVP 整形外科医院 

15:05-15:20 鼻缺损畸形修复方法的探讨 胡志奇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5:20-15:35 鼻部整形手术的缝合 柯晴方 湖北省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医院 

15:35-15:50 讨论 

15:50-16:20 茶歇 

16:20-17:30 疑难病例讨论 
主持人：尹卫民  柯晴方 

点评专家：齐向东  陈敏亮  麦慧 

2016 年 9 月 4 日 星期日 

分会场八：毛发医学分论坛（3M3 厅） 

08:00-10:20   主持人：张菊芳  李兴东 

08:00-08:50 Hair Transplantation 吴文艺 台湾萌发诊所 

08:50-09:05 毛发移植的临床与基础研究进展 胡志奇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09:05-09:20 FUE 在瘢痕植发中的应用 刘  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09:20-09:30 毛囊单位移植术在瘢痕性秃发中的应用 陈  娟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09:30-09:40 
FuE 提取回植睫毛联合改良重睑和下睑下至术

治疗内翻倒睫 
田治国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 

09:40-09:50 毛发移植术在瘢痕性秃发治疗中的临床应用 沈海燕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09:50-10:00 大面积瘢痕性秃发手术方法选择 李兴东 北京科发源医疗美容医院 

10:00-10:20 讨论 

10:20-12:10   主持人：吴文育  沈海燕 

10:20-10:35 毛发移植特殊并发症的处理 张菊芳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0:35-10:50 女性发际线美型手术 谢宗廷 
DCDC 生发诊所、马偕医院/台北

医学院 

10:50-11:00 自体毛发移植再造发际线的临床疗效评价 佘晓龙 厦门银河整形美容医院 

11:00-11:10 Fut--体现毛发修复外科医生价值的符号 张春杰 杭州新生植发医疗机构 

11:10-11:20 毛发专病门诊建设 杨顶权 北京中日友好医院 

11:20-11:30 毛发移植机构的建立与运作 薄宏涛 北京祥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1:30-11:40 毛发移植专科助理及医生操作要点  刘裴华 河南省现代医学研究院中医院 

11:40-11:50 激光生发帽治疗雄激素性秃发的疗效观察 林尽染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1:50-12:00 
Pixel CO2 点阵激光联合 AQ 生长因子治疗 AGA

的临床疗效评价 
禚风麟 北京友谊医院 

12:00-12:10 讨论 



12:10-12:50   主持人：李航 

12:10-12:30 双波长激光脱毛的临床优势 贾  明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2:30-12:50 激光脱毛技术新进展 钱  辉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13:00-14:00   主持人：胡志奇  吴巍 

13:00-13:10 采用 FUE 技术提取耳后发迹缘毛囊进行眉毛移植 苗  勇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3:10-13:20 FUE 法眉毛移植体会 薛  萍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13:20-13:30 弥漫型男性 AGA 患者利用胡须种植眉毛 1 例 张  羽 
昆明吴氏嘉美整形美容医院毛发医

学中心 

13:30-13:40 毛发移植术的 新进展 吴  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3:40-13:50 植发手术后患者一些问题及对策之我见 周  刚 杭州雍禾既美医疗美容机构 

13:50-14:00 讨论 

14:00-14:50   主持人：刘清  苗勇 

14:00-14:10 干细胞技术在毛发再生方面的应用 杨旅军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14:10-14:20 毛囊干细胞在 AGA 发病中的作用 万苗坚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14:20-14:30 替代性毛发移植 宋海林 河南省整形美容研究中心 

14:30-14:40 宿主细胞在毛囊重建过程中的作用研究 樊哲祥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4:40-14:50 黑素干细胞稳态破坏调控白发产生的研究进展 曲  茜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15:00-16:00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毛发医学分会全委会** 

2016 年 9 月 4 日 星期日 

分会场九：眼整形美容分论坛 （3M5 厅） 

08:20-10:10 第一节 主持人：郑永生  杨明勇  谭晓燕 

08:20-08:30 皮肤组织重置内眦开大术的临床体会 郑永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08:30-08:40 重睑+内眦开大 4500 例经验 靳小雷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08:40-08:50 个性化、程序化设计的新改良 Z 成形术 林晓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08:50-09:00 真皮固定缝合在重度肿泡眼重睑成形术中的应用 李高峰 湖南省人民医院 

09:00-09:10 眼睑内眦畸形修复术 刘辅蓉  成都西婵美容整形医院 

09:10-09:20 眼睑闭合不全导致眼部并发症的防治 毕燕龙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09:20-09:30 改良式上睑下垂矫正术 杜园园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眼科医院 

09:30-09:40 Whitnall 调整在矫正双睑裂不对称中的应用 谭晓燕  杭州整形医院 

09:40-09:50 眼睑缺损的皮瓣修复 张金明 广州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09:50-10:00 V 形切除内眦赘皮结合埋线成形双重睑的体会 崔水宽 郑州市第十人民医院 

10:00-10:10 讨论提问 

10:10-10:30 茶歇 



10:30-12:30 第二节 主持人：黎冻  张金明  靳小雷 

10:30-10:40 眼部整形的新理念 余  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0:40-10:50 眼窝容积术前定量评估在眼畸形的应用研究 张  英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0:50-11:00 上睑下垂的美容性修复 金云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1:00-11:10 经下睑缘入路面中部年轻化 5 年总结 郑清健 福建省立医院 

11:10-11:20 
如何获得有精神的双眼皮？——加强提肌力量

的重睑成形术 
杨云霞 上海芙艾门诊真爱整形医院 

11:20-11:30 重睑修复的策略和细节探讨 高富雷 成都大华韩艺整形美容医院 

11:30-11:40 上睑下垂相关解剖学研究 杨  锋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1:40-11:50 cfs 在上睑下垂整形中应用体会 黎  冻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50-12:00 Check 韧带联合提肌缩短矫正中重度上睑下垂 雷中元 杭州艺星医疗美容医院 

12:00-12:10 中国女性上睑形态分类和应用 金国华 武汉美亚医疗美容医院 

12:10-12:20 104 例中国成年人皱眉纹形态分析及治疗原则 王忠杰 北京空军总医院 

12:20-12:30 讨论提问 

13:30-15:40 第三节 主持人：杨军  杜园园  刘辅蓉 

13:30-13:40  翼状韧带(CFS)悬吊修复重度上睑下垂术后复发 潘  贰  广州眼鼻汇医疗美容机构 

13:40-13:50 眼部美容整形进展 张余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3:50-14:00 三点微创重睑术的临床体会 周  芳 杭州整形医院 

14:00-14:10 上睑下垂诊疗常规 杨  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4:10-14:20 上睑下垂矫正的手术选择 刘辅蓉 成都西婵美容整形医院 

14:20-14:30 
正位 6 位照相法在眼部整形美容中的临床应用

及意义 
张  诚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4:30-14:40 roof 在眼整形中的应用 金云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4:40-14:50 重睑术个性化术式选择策略 刘  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4:50-15:00 眼周畸形的美容修复 郭  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10  
额颞部微创内窥镜除皱提升术对眉眼形态改善

的长效性观察 
毕洪森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5:10-15:20 
在中国受试者中使用肉毒杆菌毒素 A 治疗鱼

尾纹的安全性和疗效 
吴  艳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5:20-15:30 提上睑肌复合肌瓣缩短术矫正重度上睑下垂 屈  晶 深圳希思医疗美容医院 

15:30-15:40 讨论提问 

15:40-15:50 茶歇 

15:50-17:40 第四节（病例展示和手术录播） 主持人：张余光  谭谦  

15:50-16:10 泪沟填充和面中部提升 张余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6:10-16:30 精细化重睑手术 靳小雷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16:30-16:50 宽度调整的上睑下垂矫正手术 杨  军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6:50-17:10 上睑皮肤松弛矫正术 高富雷  成都大华韩艺整形美容医院 

17:10-17:30 个性化仿生理性重睑成形术 刘  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

医院 

17:30-17:40 讨论提问 

 

会议信息 

会议时间：2016 年 9 月 2-4 日( 9 月 2 日注册报到 ) 

会议地点：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光复西路 2739 号） 

会议网站：www.miam.org.cn 

学分授予：国家级 I 类继续教育学分 

 

注册费 

注册类型 
提前缴费 

（2016 年 8 月 20 日之前） 

现场缴费 

（2016 年 8 月 20 日起） 

参会代表 人民币 1,000 人民币 1,500 

学生（凭学生证） 人民币 600 人民币 800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长河湾支行 

帐  号：1100 1068 9000 5250 0320 

户  名：中国整形美容协会 

 

备  注： 

· 请确保会议名称 MIAM2016 和参会代表姓名出现在银行转账证明上。  

· 只有在规定截止日期前收到全额付款的注册才有效。注册付费确认函将在收到规定费用后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 注册但未付费的将按现场注册费标准收取。如果注册费没有按时转入会议账户，请在活动现场提供银行转账

复印件（或其他支付证明）。发票将在现场注册时统一发放。 

· 汇款后请发送汇款凭证扫描件至: miapsd@vip.163.com 告知参会者注册邮箱以及姓名。  

  



交通指南 

交通起点 轨道交通路线/自驾车路线 距离会场 

上海虹桥机场 

上海虹桥火车站 
Line2（威宁路站）下，4 号口出 11km 

上海浦东机场 Line2（威宁路站）下，4 号口出 53km 

上海火车站 
Line1（人民广场站）下转 Line2（威宁路站）下，4 号口出 

Line3/4（中山公园站）下转 Line2（威宁路站）下，4 号口出 
10km 

上海火车南站 
Line1（人民广场站）下转 Line2（威宁路站）下，4 号口出 

Line3（中山公园站）下转 Line2（威宁路站）下，4 号口出 
13km 

自驾车路线 

1) 延安高架路娄山关路匝道口下，于娄山关路右转，直行至天山西路左转，到古北

路右转，上古北路桥，下桥后光复西路左转，直行至中江路即可到达。 

2) 中环/内环高架金沙江路匝道口下，沿金沙江路直行，到中江路即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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