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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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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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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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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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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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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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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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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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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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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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在会上分享他们令人振奋的科学创新研究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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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启程，“庆”幸相遇，相约共享十周年学术盛宴！

欢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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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预览
注射美容专场

肉毒素注射的相关问题

健康快乐的面部表情——如何用毒素来达到这一效果

肉毒杆菌毒素和面部慢性皮肤病

下面部轮廓的塑形：肉毒素、填充剂和设备的联合应用

关于疼痛和抑郁：肉毒素的越界治疗 

微滴注射——肉毒毒素治疗的新黑点？

肉毒素治疗的创新方法

肉毒素的对于面部轮廓的治疗

利用注射提升的探讨

玻尿酸的提升效果

韧带提升技术

肉毒素的提升介绍（通过放松来提升 : 眉间、前额、眼皮、下巴）

为什么“提升”填充已成为我们最大的骗局

解剖 - 安全 - 高效使用注射剂

以解剖为基础的注射安全性评估

安全注射的区域和技术

对于更安全、更精确的东西——锐针还是钝针 ?

脂肪医学专场

面部脂肪移植

块状与颗粒脂肪移植矫正上睑凹陷的临床对比研究

成分脂肪移植在颜面部年轻化的应用及科学基础

眼周脂肪填充的临床操作细节

脂肪填充及脂肪胶皮下注射在眼周年轻化的运用

是关于微创下睑袋矫正术之眶隔脂肪填充泪沟术的一点体会

黄金微雕（RF）联合面部脂肪精细化注射在眼周和面部抗衰的优势

硬结构脂肪隆鼻 30 例临床表现

成分脂肪移植联合数字化鼻整形改善面部年轻化原理分析与效果评价

脂肪面部轮廓塑造的应用体会

动态下，多形态脂肪联合移植面部年轻化



面部脂肪移植 + 基础研究

自体脂肪移植联合肉毒毒素注射在面部年轻化中的应用研究

脂肪技术在面部轮廓塑形中的应用

提高颜面脂肪移植手术满意度的思考

脂肪脱细胞基质修复组织缺损的研究

免疫微环境对移植脂肪留存质和量影响的研究

脂肪与自身免疫学疾病

干细胞精准治疗在脂肪移植中的应用

PRP 与 PRF 辅助脂肪移植机制的探索

CEFFE 细胞因子对自体脂肪移植存活率的影响

形体雕塑 + 私密整形

臀部塑型关键点及风险控制

基于形体雕塑的颗粒脂肪移植丰臀的美学要点与临床操作

《脂肪注射移植标准》总论解析与实操讲解

从脂肪组成结构看脂肪移植

亚洲人马甲线塑形的一点思考

马甲线、正中线及沙漏腰：如何获取理想的治疗效果

脂肪在私密整形中的应用技巧 

自体颗粒脂肪移植在女性私密年轻化中的应用

脂肪辅助技术 + 并发症防治

自体脂肪移植血管栓塞并发症分析

脂肪隆乳术后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

脂肪移植术后特殊感染的治疗与预防

系统化脂肪移植技术临床应用

激光辅助吸脂技术对皮肤收紧的影响

765 例面部自体脂肪移植面部年轻化治疗临床经验总结和并发症分析

触摸法预防脂肪栓塞，

线雕与光雕在吸脂塑形手术中应用体会



新材料与新技术专场

　　在本届 MIAM2021 两天会议期间，结合分会特点，学术报告将围绕医美领域近年涌

现的新技术与新材料，在国际动态、基础研究、临床应用等方面的最新发展进行汇报；

其中，将重点聚焦五方面内容：

1. 组织充填制剂的最新研究进展与应用细化

2. 肉毒毒素的最新进展与联合应用

3. 美容制剂与美容设备的基础研究与新趋势

4. 身体塑形市场的技术与应用潜力

5. 面部紧肤提升技术的现状，协同与发展

　　本分会将围绕上述内容向分会会员及全国从事医疗美容的企业、研究院所、基础研

究机构、医疗美容机构的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医务人员征集稿件，希望借助分会

的专业平台，向医疗美容界展示新技术与新材料的研究成果、发展动态、应用效果。通

过专业平台弘扬学术成果，展示名家风采，为新技术、新材料提供亮相的舞台。

　玻尿酸结构特点、适应证细化与临床应用进展

　玻尿酸交联技术研究

　玻尿酸不同应用方式的并发证与处理

　玻尿酸复合多种化学成分临床应用的基础研究与使用要点

　琼脂糖凝胶注射填充物的原理和应用

　肉毒毒素应用并发证预防与处理

　肉毒素联合应用的临床观察与回顾性研究报告

　肉毒毒素临床应用最新理念与进展

　肉毒素联合应用的长期疗效评价

　冷冻减脂治疗的机制与临床研究

　冷冻减脂重复治疗研究结论及临床经验

　扫描脉冲激光减脂的疗效观察

　超短射频脉冲融脂的临床应用

　电磁肌肉收缩疗法在体形雕塑中的应用

　射频面部紧肤提升的进展

　激光面部紧肤提升的经验分享

　射频与激光肌肤、提升的比较研究

　长脉冲激光紧肤治疗研究与疗效评价



乳房整形＆内窥镜整形外科专场

假体、自体脂肪隆胸
内窥镜、超声刀、递送袋对提升经腋路双平面假体隆乳术的优势及意义

双平面假体隆胸的实践与改进

动态影像学辅助下不同层次自体脂肪隆乳术的临床研究

内窥镜在修复假体隆乳术后并发症中的应用

假体隆乳术的风险管控

全程直视下腋窝入路内镜辅助双平面隆乳术

脂肪移植与假体隆胸的选择与应用

下皱襞切口修复术后乳房假体下移

乳房下垂、肥大整形
乳晕半缘切口综合技术治疗轻中度乳房下垂

乳房缩小上提：如何维持长久效果？

依据血供个性化治疗乳房肥大

努力提高双环法乳房缩小术后美学效果

下瓣法巨乳缩小成型术应用体会

乳房再造
钛网补片在扩张器 / 假体乳房再造中的应用

背阔肌乳房再造的应用与进展

乳房再造手术方式的选择和操作要点

大容量浓缩功能性脂肪移植全乳再造

与乳腺外科合作的乳癌术后乳房再造方案

乳房重建术式的优化选择

乳房再造中假体选择及并发症处理

内窥镜整形外科
内窥镜下超声刀形成高位双平面技术详解

内窥镜辅助腋窝切口男性乳房肥大切除术

腋窝切口内窥镜隆乳术长期效果：53 例报告

内窥镜额部除皱视频演示

内窥镜下额部肿物切除术。

内窥镜假体植入复合脂肪隆乳的应用体会

双平面假体隆胸的实践与改进

内窥镜验证传统的盲视下剥离丰胸如何达到较好的效果

内窥镜辅助下皱襞成型术矫正乳房假体下移

内窥镜下如何解决假体隆乳术后动态畸形

内窥镜辅助腋窝切口松垂小乳矫正策略



皮肤美容专场

　　本次皮肤美容分会专场将立足近年美容皮肤科的特色治疗，发挥皮肤科综合治疗优

势。大咖倾心相授，每场将设有专家面对面问答，为临床医生解决实际问题，欢迎皮肤

科医生来提问。

皮肤瘢痕专场 

瘢痕光电修复技术选择及新亮点

多发性瘢痕疙瘩治疗探索 

瘢痕疙瘩机制及治疗进展 

激光美容专场

　　本届分会继续秉承重研究、重证据、重专业的宗旨，设立了 23 项专病研究方向，涵盖

了黑眼圈、毛孔粗大、脂肪堆积、静态细纹、面部松弛、黄褐斑、膨胀纹、增生性瘢痕、

瘢痕疙瘩、痤疮瘢痕、葡萄酒色斑、文身、咖啡牛奶斑、毛细血管扩张、黑色素痣、疣状痣、

褐青色斑、太田痣、白癜风、贝克尔痣、汗管瘤、睑黄疣、雀斑。

　　以专病激光治疗为研究对象，组建 48 个临床研究项目，旨在召集全国范围内的志同道

合的专家及新秀加入到新一轮的临床研究中，形成多中心或单中心临床研究团队，为每一

专病的核心问题提供来自中国的临床证据。

　　会议期待面向全国征集激光美容相关的临床及基础研究，成为名家及新秀平等展示的

舞台。

激光美容的创新与进展 

激光美容医学的方方面面

光电技术的创新技术原理与应用

激光医学与美容相关基础研究：实验室新发现、新兴激光技术理论进展

热门临床难题的光电治疗策略、风险防范：黄褐斑、面部年轻化、葡萄酒色斑、尚未解决

的色素性疾病、静态细纹、皮肤松弛治疗等疗效评价与机理研究

创新争鸣的舞台：特殊病例，创新方法，技巧展示！

回顾各专病和专项研究的本年度国内外基础和临床研究进展 

分享个专病和专项研究的名家和新秀的治疗经验

解读各专病和专项研究团队或委员发表的本年度热门期刊论著成果

展示本届各专病和专项研究组的多中心或单中心临床研究项目的初步进展

网罗个专病和专项研究的经典病例、特殊技术、创新理念！



光动力专场 
光动力在损容性皮肤病中的治疗应用、评价及副反应处理

海姆泊芬光动力治疗鲜红斑痣的疗效评价、治疗亮点及术后护理

色素性皮肤病专场 
复合色斑治疗选择

黄褐斑的综合治疗

炎症后色沉与黄褐斑治疗与管理

皮肤外科专场
常见与少见皮肤肿瘤术式选择与切除技巧探讨

甲畸形修复及甲疾病外科治疗

玫瑰痤疮与敏感皮肤治疗专场
新版玫瑰痤疮治疗指南解读

玫瑰痤疮非药物治疗时机与技巧探讨

玫瑰痤疮复发问题治疗与管理

敏感皮肤诊断与治疗

美塑疗法专场
抗光老化全新美塑解决方案

美塑疗法的评价、临床进展

医美技术专场
化学剥脱术应用进展

光电技术应用技巧与体会

医美技术联合应用

眼整形美容专场

蒙古族重睑术式综合方案设计和探讨

上睑整形相关解剖及手术视频讲解

老年性上睑松弛手术方式及技巧

“眉睑综合体”的整体思维理念在眼周美化及重睑设计中的指导意义

重睑修复中的上睑中层分析和重建

微创小切口方法修复过宽过深重睑的临床经验

失败重睑的原因分析与对策 - 从结果逆向溯源



面部年轻化专场

" 埋线美容外科应用解剖研究与并发症预防策略 "

组织易位面部提升与不易位面部提升的差异和优势

Subcutaneous Face and Neck Lift: A Traditional Method With Definite Effects Among 

Asians

Face and Neck Lift in Facial Bone Reduction Patients: Evaluation with Skin Excision and 

Face-Q Scale

眶周年轻化手术策略

眼周年轻化序列化治疗探讨

“颌 - 齿 - 唇”序列美学与下面部综合年轻化

面中部脂肪增减紧技术技巧

注射与线雕美学效果评估的关注点

肉毒毒素皮肤美塑疗法对面部年轻化的改善作用及不良反应控制

S.O.F.T.---- 一种微创有效的眼面部年轻化创新术式

化学剥脱术在皮肤年轻化治疗中的应用

医源性多重睑修复临床体会

变得复杂的上睑凹陷问题修复思路及效果分析

眼轮匝肌蒂皮瓣在眼睑缺损修复中的应用

上睑和眉弓饱满度对眼部形态的影响

内眦整形术式思考

突眼畸形整形

上睑下垂矫正术后早期修复案例分析

复杂性提上睑肌问题的修复思路

基于解剖学观察的提上睑肌缩短术式的改进

提上睑肌 -Muller 肌复合体叠瓦式缩短术矫正上睑下垂

额肌瓣法在矫正先天性重度上睑下垂中的应用及改良

肿泡眼的重睑成形术

突眼的美容性手术矫正

在额肌浅面分离的眉上提术在眼整形和修复中的应用

眉部切口上睑年轻化策略

内切取脂注射法眶隔脂肪重置矫正中青年眼袋

眼袋术后下睑退缩修复探索

外路眼袋整形的解剖要素及临床体会

下眼袋整形技巧



黄褐斑的治疗进展

面中部容量缺失的注射治疗经验分享

线技术面部年轻化并发症防治

国人面部年轻化透明质酸注射从骨骼开始

面部年轻化中国市场新产品、新设备的应用（2020 － 2021）

鼻整形美容专场

术前设计及评估 
中国鼻整形进展回顾及未来发展趋势探究

rhinoplasty in china : review and future development 

基于人工智能和 3D 打印技术在精准鼻整形实施体系建立

从 2019 奥兰多到 2021 达拉斯国际鼻整形会议看鼻整形进展

鼻整形术中 3D 评估初探

中国人鼻部软组织张力欠缺患者的初次鼻整形 

鼻尖

鼻尖鼻翼缺损的美学修复

缝合技术在鼻尖整形的美学控制

双 M 支架鼻尖成形术后影响鼻尖形态的因素

鼻尖支撑的解剖和方法选择

侧鼻血管岛状皮瓣修复鼻翼鼻尖软组织缺损

鼻翼

改良外切法鼻翼缩小 

鼻翼过宽及动度过大的治疗

鼻翼退缩的病因与治疗方案

帆船形组织切除在重度鼻翼肥大矫正中的关键技术

鼻翼缘退缩的手术

浅谈鼻翼缘退缩矫正的几种手术方法

应用特殊形状鼻尖软骨支撑结构预防和矫正鼻翼退缩

重度鼻翼缘退缩矫正术士的适应症和综合运用

鼻翼退缩及矫正策略

鼻翼畸形手术方法最新文献回顾



肋软骨及鼻背问题
微创肋软骨鼻整形

土耳其软糖法全肋鼻整形

腹直肌筋膜包裹颗粒肋软骨隆鼻术应用体会

片状肋软骨在鼻整形中的应用

亚洲人骨性鼻拱偏曲分型与治疗

宽鼻缩窄手术方式的选择及术后管理

并发症及鼻修复

挛缩鼻分型及处理策略

鼻整形远期并发症的诊断与处理

挛缩鼻亚单位畸形的处理策略

注射隆鼻致鼻、眼及脑血管栓塞的救治体会  

自体真皮脂肪瓣在鼻修复中的应用

鼻修复中外侧脚支撑移植物的并发症及其预防

鼻整形修复的愈合理论与实践

鼻整形材料

ADM 在鼻整形中应用

舒博联合耳软骨在鼻综合整形中的应用

应用单滑面高密度多孔聚乙烯材料重建内鼻阀矫正夹捏畸形的临床效果观察

鼻部外扩张法在鼻整形中的应用

鼻小柱偏斜的原因和对应处理方法

 注射隆鼻术后异物取出同期鼻整形

其他技术及理念

鼻综合整形术中 strut 的位置、角度控制及相关影响  

软组织与硬性支撑结构在近远期鼻整形患者满意度的矛盾

鼻整形力学与美学思考

鼻唇联合技术在鼻整形中的应用

面裂鼻畸形的分型及治疗策略

一例二号面裂鼻的修复与思考



微创美容专场

唇部美学及治疗现状

国外唇部整形现状与经验分享

中国唇部美容年轻化行业发展现状与未来展望

唇部美学的三维测量

唇部与口周的美学评估

唇部年轻化治疗应用与进展

上唇人中缩短术的临床应用和术后效果

东方“微笑唇”的综合美学策略

激光在唇部抗衰老中的应用  

唇部美学的硬组织基础与颌面外科在唇部序列美学中的应用   

注射技术在东方人唇部美容与年轻化的临床应用与技巧浅谈

Welcome to
MIAM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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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

重庆维景国际大酒店

* 会议酒店每日提供免费班车接送服务

地　址
悦来滨江大道 88 号

双床房
660 元 / 间（含早）

拼　房
330 元 / 床位（含早）

地　址
金开大道 1598 号

大床房 / 双床房
560 元 / 间（含早）

拼　房
280 元 / 床位（含早）

酒店信息



1. 会议官网 :http://miam.org.cn

2. 微官网预定（扫一扫二维码进入微官网）

酒店预定遵循先定先得的原则

现场不保证住宿房源

联系人 : 钱　伟、胡蓓玲 

联系方式 :13301690993、13636607197

Email:hotel@miam.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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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 年 7 月 5 日 ( 含 ) 之前取消，组委会将退还所缴费用的 90%( 含手续费 )

• 2021 年 7 月 5 日之后取消，组委会将收取所订酒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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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未支付全额房费的房间预定，将不作为最终房间确认 

• 大会提供免费班车接送服务 ( 酒店到会场 ) 

联系我们

预定方式

住宿取消政策



江北机场　　　　全程：12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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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重庆北站　　　　全程：29.7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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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重庆西站　　　　距离：3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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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重庆火车站　　　距离：3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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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悦来国际会议

中心

重庆南站　　　　距离：4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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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交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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