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sion China 2022会议日程表
会议及展览地址：厦门国际会议中心（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98号）

时间

7月20日
星期三

继续教育报到（1层大堂）

午餐卫星会

12:00-13:30

午餐卫星会

12:00-13:30

下午1

13:30-15:30

下午2

15:30-17:30

上午1

08:00-10:00

上午2

10:00-12:00

下午1

13:30-15:30

下午2

15:30-17:30

晚上

18:00-21:00

下午

 13:00-18:00

中午/下午

08:00-12:00

7月21日

星期四

7月22日

星期五

7月23日

星期六

7月24日

星期日

闭幕式厅
（1F-音乐厅）

主会场
（2F-海峡厅）

分会场二
（1F-大同厅）

分会场一
（1F-同文厅 ）

分会场三
（1F）

分会场五
（1F-VIP1G-2）

分会场六
（1F-多媒体厅）

分会场七
（1F-1B会议室）

分会场八
（2F-2A会议室）

分会场九
（2F-2C会议室）

分会场十
（2F-国宴A厅）

分会场十一
（2F-国宴B厅）

分会场十二
（2F-国宴C厅）

撤     离

自由交流

开幕式及全体大会（一）：缪天荣纪念讲座/演出/高峰论坛（2层海峡会议厅）

闭幕式及全体大会（二）：音乐会（开场）/ 撩友技·Let's Talk演讲比赛/领袖论坛（1层会议中心音乐厅）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3:30-17:30

上午

08:00-12:00

W3 继续教育项目：
角膜接触镜与近视 W4 继续教育项目：

屈光手术继续教育班

W5 继续教育项目：
视光中心专业验配与

运营

W6-7 继续教育项目：
眼科手术围术期最佳护

理实践进展

W8-9 继续教育项目：
眼科手术围术期最佳护

理实践进展

W10-12

继续教育项目：

葡萄膜炎精准诊疗高峰

会议

A1 多焦软镜的标准
化验配探讨和临床有

效性研究

A2 SHOW出你的福
尔摩斯之眼-角膜塑形
镜验配病例设计大赛

A5 “有医说E”科普
大赛

A6 第四届“目立康杯”
眼视光菁英知识挑战赛

A4 近视防控措施面面
观—-屈光发育档案在
近视精准防控中的应用

A3 中国近视研究大会

B1-2 第四届国际角
膜交联专家夏季会议

E1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眼科学分会2022学术
年会暨“瞻前顾后”

创新高峰论坛 

E2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眼科
学分会2022学术年会暨“瞻

前顾后”创新高峰论坛 

E3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眼科
学分会2022学术年会暨“瞻

前顾后”创新高峰论坛 

E4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眼科
学分会2022学术年会暨“瞻

前顾后”创新高峰论坛 

E5 角膜塑形技术小光
学区优化设计的探索

E6 高度近视与遗传
眼病论坛

F1  干眼跨学科发展
论坛

F2  干眼跨学科发展
论坛

F3  中医眼科论坛

I2 临床人才教育论坛

I1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
构眼科专业委员会视光
学组眼视光门诊管理和
指导小组成立暨首届交

流论坛

J1-2 第二届中国眼科
医师协会全身性疾病

相关眼病学术年会-特
邀专家演讲

K2 眼整形美容技术
实操培训 

K1 中国眼视光英才
培育计划 · 明日之星

集训

K6 中国眼视光英才
培育计划 · 明日之星

集训

K3 青年科学家临床
论坛

L1-2 青光眼论坛

L3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眼科学分会2022学术

年会暨“瞻前顾后”创
新高峰论坛 

L5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眼科学分会2022学术

年会暨“瞻前顾后”创
新高峰论坛 

L4 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眼科

学分会2022学术年会暨

“瞻前顾后”创新高峰论坛 

J3-4 第二届中国眼科
医师协会全身性疾病

相关眼病学术年会-全
身性疾病相关眼病诊

疗前沿

J5 第二届中国眼科医师协
会全身性疾病相关眼病学
术年会-甲状腺相关性眼

病诊疗前沿

J6 第二届中国眼科医师协
会全身性疾病相关眼病学
术年会-全身性疾病相关

眼病临床病例讨论

K4 眼眶疾病诊疗策略
与前沿进展

K5 TON多中心病例
注册登记研究内训会

K7 眼科内镜微创手术
视频讲解与赏析

K8 泪道疾病临床诊疗
进展

G1 从创新发展谈
“接触镜与眼健康” H1 中国VDT之视觉

功能行家论道

H2 中国VDT之视觉功能
行家论道暨第五届“欧普
特杯”案例分享匠心大赛

H3-4 健康光照及
显示技术研讨会

H5 第六届“爱之光”
视觉损伤康复论坛暨精
选案例之“真知灼见”

H6 眼科数字大脑建设高峰论
坛暨2022年度中国卫生信息与
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CHMIA)

眼视光分会学术会议

G2 视光新产品论坛

G3-4  言 （眼） 简 （检） 
意深，相约今“厦”——

眼科检验分论坛F4 2022 Vision China 
名师讲堂

F6 眼健康科普馆建设
与发展论坛

F5 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宣讲团行家vs新力军

一题两面思维碰撞

C1 北大博雅眼视光
论坛

C3 近视防治新进展
国际论坛

C5 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在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中的应用专家共识发布会

C6 中国眼视光临床诊疗手册发布会

C7 博鳌真实世界研究
论坛

C4 华厦眼视光论坛

伟星卫星会 兴齐卫星会 欧普康视卫星会依视路卫星会 3n卫星会兴齐卫星会 蔡司卫星会

爱尔康卫星会 菁视卫星会

闭幕式彩排

强生卫星会欧几里德卫星会 视景卫星会

视景卫星会艾尔兴卫星会

盛达同泽卫星会

日期

蔡司卫星会露晰得卫星会

/

/

/

/

/

/

/

/

/

/

/

/

/

/

/

/

R

C2 北京同仁眼视光
论坛：小儿眼科与
近视的全周期管理

W1-2 继续教育项目：
中国VDT继续教育课程
—斜弱视与双眼视的规

范化诊疗

眼谷卫星会

B3 屈光手术专场：全
平台，全术式——屈

光手术全覆盖

B5 屈光手术专场：表
里相合，并驾齐屈——

屈光手术新进展

B6 屈光手术专场：白
鹭和鸣，屈光论道——

专家面对面

G5-6 2022中国眼谷
眼视光科技创新高峰论
坛——2022中国眼科

监管科学与标准化大会
/2022全球眼科投资人
大会/2022眼科生物治

疗大会

B4 屈光手术专场：千频
引领 智享未来——屈光
手术全平台新技术论坛

展览

（1F/2F）

布展

展览

展览

撤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