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第十四次全国学术交流会

眼整形美容

2015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02 厅

专题讲座

睑袋整复术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

邢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重睑成形术并发症的防治

张舵，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07:00-08:00

07:00-07:30

07:30-08:00

2015年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第十四次全国学术交流会

毛发移植专业学组

2015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07 厅

专题讲座

男性雄激素性秃发中的综合治疗

吴文育，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特殊部位毛发移植小技巧

沈海燕，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07:00-08:00

07:00-07:30

07:30-08:00



第一节 上睑成形与内眦赘皮矫正术

主持人：黄渭清 杨建民

Y-V成形术与不等 Z成形术矫正内眦赘皮的临床效果比较

陈明，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皮肤眼轮匝肌复合体在睑成形术中的临床应用分析

高伟成，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友谊整形外科医院

重建生理性动力学结构的上睑综合成形术

许凤芝，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改良 Z-成形术矫正内眦赘皮同期行切开法重睑术的临床应用

杨明勇，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眼轮匝肌 -睑板固定在切开法重睑术中的临床疗效观察

赵李平， 安徽省立医院

“眶隔替代上睑提肌腱膜延伸技术”在重睑术中的应用及经验分享

潘蕾， 浙江省人民医院

手机软件在双眼皮术前设计中的应用

刘晓伟，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上睑的美容整形方法探讨

黄渭清， 北京协和医院

讨论

第二节 毛发移植

主持人：吴文育 吴巍

科室毛发移植临床与基础研究工作 15年经验回顾与总结

胡志奇，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富含血小板血浆治疗雄激素源性秃发

沈海燕，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精细 FUE女性发际线移植术的临床进展和手术改进

吴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毛囊斜形分断体外再生的观测

李宇飞， 解放军四五五医院

下颌部胡须区毛囊移植治疗头顶稀疏的临床观察

陈娟，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应用毛发移植技术修复鼻毛缺损一例

谢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FUE�高密度精细单株毛囊移植个人体会

薛萍， 西京整形医院

讨论

13:30-14:30

13:30-13:36

13:36-13:42

13:42-13:48

13:48-13:54

13:54-14:00

14:00-14:06

14:06-14:12

14:12-14:20

14:20-14:30

14:30-15:30

14:30-14:38

14:38-14:46

14:46-14:54

14:54-15:02

15:02-15:10

15:10-15:18

15:18-15:26

15:26-15:30

2015年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第十四次全国学术交流会

眼整形美容与毛发移植

2015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02 厅



第三节 上睑成形与内眦赘皮矫正术

主持人：熊伟 齐向东

亚洲女性切开法重睑术联合内眦开大术手术效果及患者满意度评估

赵竟伊，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东方人重睑术式的选择

齐向东，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赘皮切除法治疗先天性内眦赘皮

王淑杰，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采用切开法重睑术和上睑自体颗粒脂肪填充术治疗上睑松弛伴凹陷

郭鑫，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重睑过宽过假和多重睑的二期手术修复

任军，武汉市第三医院

上睑皮肤松弛的术式选择

韩景健，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上眼睑冠状 S曲线年轻化三维立体重塑

陈文莉，天津市眼科医院

医源性重睑过宽畸形的矫正

熊伟，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讨论

第四节 毛发移植

主持人：胡志奇 沈海燕

激光生发新进展

吴文育，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毛囊单位部分提取法在毛发移植术中的运用

王宇燕，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FUE法全眉再造之体会

苗勇，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FUE毛囊移植治疗毛发区白癜风的临床运用

张健，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FUE结合外用米诺地尔治疗雄激素源性秃发的临床疗效

朱正红，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FUE单根毛囊分离与 FUT传统切取法对比分析

田治国，湖北省中山医院

超大精密毛发移植设计

张菊芳，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讨论

15:30-16:30

15:30-15:36

15:36-15:42

15:42-15:48

15:48-15:54

15:54-16:00

16:00-16:06

16:06-16:12

16:12-16:20

16:20-16:30

16:30-17:30

16:30-16:38

16:38-16:46

16:46-16:54

16:54-17:02

17:02-17:10

17:10-17:18

17:18-17:26

17:26-17:30

2015年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第十四次全国学术交流会

眼整形美容与毛发移植

2015 年 11 月 21 日（下午）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02 厅



第一节 上睑成形与上睑下垂矫正术

主持人：张舵 胡亚兰

超脉冲 CO2点阵激光在矫治上下眼睑松弛的应用研究

陈平，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下睑袋脂肪游离移植修复上睑凹陷

刘莹，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内眦解剖研究及其在内眦赘皮矫正术中的应用

李兵，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眶隔前脂肪联合 ROOF部分切除矫正难治性上睑臃肿

金云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上睑提肌缩短联合部分睑板切除矫正中、重度上睑下垂

王美水，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Check韧带悬吊治疗先天性上睑下垂

杨超，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改良额肌瓣法治疗儿童重度上睑下垂

胡亚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医院

提上睑肌 -Müller's肌复合体重叠短缩法治疗先天性上睑下垂

张舵，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讨论

第二节 上睑下垂矫正与睑袋整复

主持人：龙剑虹 郭群

鞘膜辅助下上睑提肌腱膜缩短术矫正上睑下垂引起的上睑凹陷

王凯，河南省人民医院

三种手术方法在上睑下垂治疗中的应用分析

郭群，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改良额肌瓣悬吊法在先天性上睑下垂中的临床应用

杨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保留“眼台”的眼袋手术

朱华锋，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东院)

采用眼袋切除和颗粒脂肪填充的泪沟治疗

郭鑫，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经下睑缘切口眼袋整复术眼轮匝肌处理方法的改进及临床效果观察

谢波，广州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经睑缘切口微创中面部提升和下睑区域年轻化

金云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采用不同术式矫正上睑下垂的临床总结

龙剑虹，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讨论

08:30-09:30

08:30-08:36

08:36-08:42

08:42-08:48

08:48-08:54

08:54-09:00

09:00-09:06

09:06-09:12

09:12-09:20

09:20-09:30

09:30-10:30

09:30-09:36

09:36-09:42

09:42-09:48

09:48-09:54

09:54-10:00

10:00-10:06

10:06-10:12

10:12-10:20

10:20-10:30

2015年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第十四次全国学术交流会

眼整形美容

2015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02 厅



第三节 睑袋整复与眼睑重建

主持人：宋慧峰 宋宝强

复杂下睑退缩，内外眦畸形矫正手术一例

李漪，北京英智眼科医院

重度眼窝狭窄的序列治疗

张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眼轮匝肌穿支皮瓣修复眶周缺损

卫长荣，四平市烧伤整形医院

应用游离硬腭组织粘膜结合眼眶周围皮肤组织瓣修复眼睑全层缺损

孙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眶隔重置脂肪重分布技术在内路法眼袋整形术中应用

林泉，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眼袋整复手术相关细节探讨

宋保强，西京整形医院

眼睑外翻畸形的修复与功能重建

宋慧锋，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讨论

10:30-11:30

10:30-10:36

10:36-10:42

10:42-10:48

10:48-10:56

10:56-11:04

11:04-11:12

11:12-11:20

11:20-11:30

2015年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第十四次全国学术交流会

眼整形美容

2015 年 11 月 22 日（上午）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02 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