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国际超级显微外科论坛 

邀请函 

各位显微外科同道： 

由世界重建显微外科学会（WSRM）主席 Isao Koshima 教授与山东省立医院

手足外科王增涛教授联合发起的国际超级显微外科学会（International Course 

on Super Microsurgery, ICSM）已注册成立。超级显微外科（Supermicrosurgery）

由 Koshima 教授首先提出，国际超级显微外科学会(ICSM)将主要在超级细小、超

级疑难、超级新奇三个方面进行学术探讨，以促进显微外科的进一步发展。 

Koshima 教授将于王增涛教授举办第十二届显微外科解剖与临床高级研修

班期间专程来济南商讨学会的发展事宜，同时 10 月 27 日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国际

超级显微外科论坛。Koshima 教授作为超级显微外科学会（ICSM）的理事长，将

在本次会议回顾与展望超级显微外科的发展，此外多位国际最著名的重建显微外

科专家将与会做精彩学术报告。 

会议分为三个主题：超级细小、超级疑难、超级新奇，欢迎显微外科同道踊

跃投稿。会议期间还将进行 ICSM 的组织架构选举。 

国际超级显微外科学会理事长 2017 年国际超级显微外科论坛大会主席 



会议信息 

一、会议时间 

10 月 26 日报到，27 日全天会议，28 日撤离。 

二、住宿及会议地点 

济南阳光壹佰雅高美爵酒店（济南槐荫区阳光新路 33 号，电话：

0531-66898888） 

三、会议费用 

注册费：500 元；食宿自理（通过会务组办理住宿可享受折扣价，2 人标

准间每天 400 元；酒店自助餐 128 元/位，盒饭有 40 及 50 元两种标准）。 

四、报名方式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郝丽文：13583167831 

陈  超：15866602635 

本次会议采用微信报名、注册，注册请注明：姓名、电话、医院、专业、

邮箱、是否住宿及住宿要求（是否合住）、住宿日期。由于10月份为酒店住宿

旺季，在10月15日之后注册，会务组不能保证能订到会议酒店的住宿房间，敬

请谅解。注册费微信转账二维码：



六、会议交通 

1.济南遥墙国际机场： 乘坐机场巴士济南火车站线———全福立交桥站下

车——换乘K55路——建设路刘长山路站下车——步行760米至济南阳光壹佰

雅高美爵酒店。用时约 2 小时 20 分钟。 

打车费用约 100 元。 

47 分钟 

打车费用约 13 元。 

2.济南火车站：步行 940 米——天桥南站——乘坐 K92 路公交车——阳光

新路刘长山路站下车——步行 260 米到达济南阳光壹佰雅高美爵酒店。用时约



3.高铁济南西站：乘坐 38 路车——大金新苑站，换乘 202 路/k911 路——

经十路经七路站，换乘 k164 路——阳光新路刘长山路站下车——步行步行 260

米到达济南阳光壹佰雅高美爵酒店。用时约 1 小时 15 分钟。 

打车费用约 30 元。 

4.济南长途汽车站：步行 270 米——长途总站南区站——乘坐 k92 路公交

车——阳光新路刘长山路站下车——步行步行 260 米到达济南阳光壹佰雅高美

爵酒店。用时约 45 分钟。 

打车费用约 17 元。 

七、会议日程



时间  主持人

08:00-08:10 大会主席发言 王增涛

08:10-08:35 超级显微外科的发展 Isao Koshima

08:35-09:00 腸道移植手術, 過去,現在,未來 陈宏基

09:00-09:25 股骨头坏死的显微外科治疗发展史 赵德伟

09:25-09:50 腰骶丛损伤与排尿重建 王树峰

09:50-10:15 淋巴水腫顯微手術治療 黄嫆茹

10:15-10:40  臂叢神經重建的長庚經驗 張乃仁

10:40-10:50

10:50-11:05 機器人手臂在顯微手術的應用 赖志昇

11:05-11:20 鱷魚咬斷臂再植手術病例 傅尹志

11:20-11:30 利用臉部對側神經做患側感覺重建 張乃仁

11:30-11:40 臀部穿支皮瓣 冯  光

11:40-11:50 手部微型游离穿支皮瓣 王剑华

11:50-11:55 v-y推进皮瓣设计公式的建立 肖  勇

11:55-12:05 体外模拟生理环境寄养断肢的临床应用研究 王江宁

12:05-12:20

12:20-12:35 IMJ杂志介绍，颁发名誉主编证书 張乃仁

12:35-13:25

13:25-13:35 穿支皮瓣修复复杂组织缺损 Isao Koshima

13:35-13:45 嚴重胸腹外傷的顯微重建，病例報告 陈宏基

13:45-13:55 修復受區血管不佳的腹壁下動脈皮瓣乳房重建 黄嫆茹

13:55-14:05 临终病患的显微重建 張乃仁

14:05-14:15 多个皮瓣组合修复多手指脱套伤 王增涛

14:15-14:25 烧伤后手指再造与整形 郑有卯

14:25-14:35 局部晚期乳腺癌的显微外科修复 宋达疆

14:35-14:45 17段离断组织再植 侯建玺

14:45-15:00

15:00-15:10

15:10-15:20 指动脉伴行静脉吻合在手指再造中的应用 朱  磊

15:20-15:30 手指外伤的超级显微外科修复 李文君

15:30-15:40 超级微小组织瓣移植修复手指创面 田  林

15:40-15:50 多指尖离断再植 王  相

15:50-16:00 遇到了...不放弃（新生儿断指再植） 雷彦文

16:00-16:10 游离微型指动脉皮支皮瓣修复指端创面 郝丽文

16:10-16:20 超级显微外科技术在Allen ll型指尖损伤重建中的应用 郑有卯

16:20-16:35

16:35-16:43 前臂寄养治疗头皮撕脱伤 徐  华

16:43-16:51 游离背阔肌皮瓣修复膝关节挛缩 马尔满

16:51-16:59 耳廓上段完全离断两例再植成功体会 王本亮

16:59-17:07 微型组织离断再植的临床体会 胡朝波

17:07-17:15 指尖的显微重建 刘金海

17:15-17:23 前臂穿支皮瓣游离移植修复手指软组织缺损 曹学新

17:23-17:33

17:33-19:30 晚餐

自由报告

超级显微外科主题三（超级细小）

Koshima教授点评、讨论

張乃仁

张文龙

Koshima教授点评、讨论

刘林峰

王  相

茶 歇

超级显微外科论坛会议日程
2017.10.27

演讲内容

特邀嘉宾报告

王增涛

邱詠証

黄嫆茹

郑有卯

邱詠証

郝丽文

茶 歇

午  餐（卫星会）

Koshima教授点评、讨论

超级显微外科主题二（超级疑难）

超级显微外科主题一（超级新奇）

Koshima教授点评、讨论



时间  主持人

08:00-08:10

08:10-08:25 轴型皮瓣消除无效蒂的经验探讨 侯桥

08:25-08:40 从最大到最小：烧创伤瘢痕的微创治疗 吕开阳

08:40-08:55 侵袭硬脑膜的巨大头皮恶性肿瘤溃疡的MDT治疗模式探讨 黄磊

08:55-09:10 携带正中神经掌皮支的游离桡动脉掌浅支皮瓣感觉及供区感觉的研究 荣存敏

09:10-09:25 皮瓣内增压应用 赵建文

09:25-09:50 特别演讲：social media in microsurgery 張乃仁

09:50-10:05

10:05-10:20 股前外侧皮瓣在四肢软组织缺损的修复 邓辉志

10:20-10:35 肘关节离断再植体会 张冰

11:20-11:30 一例指端再植成活分享 翁伟乐

11:30-12:00 Supermicrosurgery - using perforators as recipient vessels JP Hong

12:10-13:30

13:30-14:10 淋巴外科专题讲座

14:10-14:30 讨论

14:30-16:30 淋巴外科手术演示

17:35-19:30

学习班学员交流会会议日程
2017.10.28

演讲内容

茶歇

王增涛教授致辞

刘林峰

郑有卯

晚餐

午餐

王增涛

特邀嘉宾报告
邱詠証

Isao Koshima

淋巴外科专题



中国  济南
2017.10.26-28

欢迎您的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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