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00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23G玻璃体切割系统头侧位被动硅油取出术 柯治生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一批 PO-000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Analysis of Helicoidal Peripapillary Chorioretinal Degeneration Progression
in an Old Chinese Female Patient

沈策英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00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OCTA对糖尿病黄斑缺血的定量及与视力的相关性研究 汪浩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00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视网膜脱离复位术后黄斑区血流密度与视力关系的初步研究 焦亚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第一批 PO-000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特发性黄斑裂孔视网膜敏感度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相关性研究 王曾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00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抗VEGF药物联合青光眼引流阀植入术治疗新生血管性青光眼的临床观察 唐松 深圳市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00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RNAi沉默IGFBP-rP1基因对缺氧诱导猴脉络膜血管内皮细胞活化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朱淑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00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的OCTA图像特征及脉络膜厚度分析 邵玲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00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Caspase-1-mediated pyroptosis and IL-1 release in bacterial
endophthalmitis

邓小茜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01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光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观察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研究 闵晓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一批 PO-001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Gαi3-Gab1信号复合物调控VEGF信号转导及视网膜血管增生的作用和机制研究。 李柯然 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01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巩膜切除术治疗葡萄膜渗漏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祁媛媛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01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激光光凝治疗临床有意义的糖尿病黄斑水肿的应用研究 李胜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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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PO-001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胡椒碱对早期糖尿病小鼠视网膜保护作用和机制研究 张谱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一批 PO-001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Treatment of myopic choroidal neovascularization: 1+prn or 3+prn? 李松珊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01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基于光学断层相干扫描血流成像技术对特发性黄斑裂孔术后黄斑区微血管的量化研
究

杨叶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

第一批 PO-001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抗VEGF治疗病理性近视CNV的长期疗效观察 田蓓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01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运用CRISPR/Cas9技术在小鼠模型上定点编辑治疗RPGR基因突变所致视网膜色素
变性的研究。

杨丽萍 北京大学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01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NLRP3炎症小体信号通路相关分子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的表达 陈卉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02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黄斑前膜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周梦文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一批 PO-002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One-year outcomes of the novel VEGF Decoy receptor therapy with
intravitreal Conbercept on the Diabetic retinopathy-induced macular
edema

周庆芸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02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电话随访中长期干预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视力康复的影响 阙传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02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原发性肺动脉致睫状体脱离 董丽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02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高度近视眼黄斑裂孔视网膜脱离的手术方法和预后 余梓逵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第一批 PO-002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褪黑素对氧化应激损伤人RPE细胞的保护作用 张晓梅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02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抗VEGF药物玻璃体腔注射联合PDT治疗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疗效研究 董一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02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Contribution of HMGB1 and Caveolin-1 to RPE cell senescence in age-
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孙硕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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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PO-002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The Associations of Three-Dimensional Eye Shape with Features of Optic
Disc and Myopic Maculopathy in Patients with High Myopia

华怡红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02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不同时间注射Lucentis治疗增殖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疗效对比 王宁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03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视网膜血管增生性肿瘤1例 杨洋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03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Age-related scattered hypofluorescent spots on late-phase indocyanine
green angiography: the multimodal imaging and relevant factors

陈玲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03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早期糖尿病大鼠视神经自噬的组织病理学观察 王启常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第一批 PO-003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OCTA在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黄斑水肿的应用 张鸿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批 PO-003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Effects of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guided
photodynamic therapy for acute central serous chorioretinopathy

胡洁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03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视网膜静脉阻塞患眼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流成像定量分析 赵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03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脂质在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中的作用 周亦凡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03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玻璃体切除术毕注射康柏西普治疗早期PDR玻璃体积血的疗效观察 张金平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03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Increased DKK1 levels in vitreous of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 myopia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axial length, subfoveal choroidal thickness and IL-6.

彭曼娟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03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黄斑内界膜剥除联合硅油填充治疗高度近视眼黄斑裂孔性视网膜脱离的疗效观察 刘志雄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04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FEVR患者的基因型－表型研究 之OCTA新发现 陈冲林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04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激光联合雷珠单抗玻璃体腔注射治疗严重ROP 季迅达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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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PO-004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基于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流成像仪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微血管形态的分形几何学量
化研究

朱铁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04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关注特发性黄斑裂孔患者术后视觉相关生活质量变化 刘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04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巩膜外加压术联合眼外激光光凝治疗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的临床应用 黄秋婧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第一批 PO-004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氟比洛芬酯在玻璃体切割中镇痛作用 陈双全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大

第一批 PO-004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晶状体脱位伴巨大视网膜裂孔1例的玻璃体手术治疗 李旭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04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眼轴对健康人群黄斑区浅层视网膜血流密度测定的影响 李梦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04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与雷珠单抗治疗高度近视继发脉络膜新生血管的对照研究 毛剑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

第一批 PO-004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Long-Term Therapeutic Outcomes of modified Dose Photodynamic
Therapy Treatments on Juxtapaillary Retinal Capillary Hemangioma

陈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第一批 PO-005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重度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切割术中严重出血的分析和应对 田超伟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第一批 PO-005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应用OCTA观察单纯性近视的盘周及视网膜血流变化 周文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05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继发新生血管性青光眼分析 侯豹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批 PO-005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Pharmacokinetics after periocular methylprednisolone sodium succinate
injection in rabbit eyes

吕华毅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05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Von-hipple-lindau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和治疗 王海燕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全军眼科研究所

第一批 PO-005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头皮下注射强的松龙致双眼视网膜动脉阻塞一例 刘新华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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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PO-005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中国眼科医生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视网膜微血管瘤和小出血点识别能力的调查 何月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一批 PO-005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光动力学疗法与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疗法治疗中心性浆液性视网膜病变的系统评价 焦明菲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05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防治靶点的新探索：基于iTRAQ技术的蛋白质组学分析 温德佳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05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微创玻璃体手术治疗非外伤性出血性视网膜脱离合并玻璃体积血的临床分析 梁旭 天津市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06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重水辅助下巩膜外放液治疗脉络膜脱离型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张悦 天津市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06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The Role of C5a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MD 梁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06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二甲双胍联合康柏西普对VEGF诱导的内皮细胞改变的协同作用 刘巨平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06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基于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对健康眼和糖尿病患眼黄斑表层毛细血管和大血管
的独立分析

雷剑琴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06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牵牛花综合征合并永存原始玻璃体眼B型超声图像分析 胡毅倩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第一批 PO-006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玻璃体切割联合内界膜翻转覆盖手术治疗特发性黄斑裂孔疗效观察 冯竞仰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06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Incontinentia pigmenti: Retinopathy of incontinentia pigmenti within 2
year- follow-ups in China

任湘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一批 PO-006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玻切联合人工晶体五种巩膜固定术对比分析 彭绍民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第一批 PO-006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康柏西普与雷珠单抗治疗黄斑水肿的疗效对比观察 李润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批 PO-006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内皮粘蛋白在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中的作用机制及干预研究 刘堃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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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PO-007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后三联手术治疗前联合康柏西普眼内注射的疗效观察 王伟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07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过滤空气在玻璃体手术中的应用观察 张彦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07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Conbercept and Ranibizumab Pretreatments in Vitrectomy with Silicone Oil
Infusion for Severe Diabetic Retinopathy

张含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07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胚胎移植术后视网膜分支动脉阻塞1例 常永业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07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Choroidal Perfusion after Half-dose Photodynamic Therapy in Central
Serous Chorioretinopathy by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

曾司彦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07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特发性PED患者的治疗体会 李立 天津市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07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眼内激光联合雷珠单抗治疗重度Coats病的长期随访 朱修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第一批 PO-007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干预时机对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性黄斑水肿患者视力预后的影响 薛灿灿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07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病理性近视CNV抗VEGF治疗药物转换1例报道 王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07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27G玻璃体切割手术的护理配合 林巧真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08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IL-6/STAT3信号通路在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增殖及上皮间充质转化中的作用 陈晓云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08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Key roles of PDGF/PDGFR in hypoxia-induced retinal neovascularization are
mediated by the PI3K/Akt pathways.

马俊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一批 PO-008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自体视网膜神经上皮移植治疗复发性高度近视黄斑白孔性视网膜脱离的临床研究 李艳子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第一批 PO-008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误漏诊为小儿眼外伤的小儿视网膜疾病 赵培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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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PO-008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丁基苯酞：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抗氧化的新选择 黄亮瑜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08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眼科遗传病案例报告与诊疗经验分享 庞继景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08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Long-term Surgical Outcomes of Multiple Parfoveolar Curvilinear Internal
Limiting Membrane Peeling for Myopic Foveoschisis

田恬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第一批 PO-008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环状RNA在增殖性视网膜疾病中的调控机制研究 颜标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一批 PO-008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Are female NDP carriers really “healthy”? 丁小燕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08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A case of retinoblastoma stimulating optic nerve invasion and uveitis 施雯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一批 PO-009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中国人卵黄样黄斑营养不良的临床表现及基因突变特点 郭敬丽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一批 PO-009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彩色多普勒对探查老年性白内障患者黄斑区病变的应用价值 沈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09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靶点新探索：基于RNA-seq技术的转录组学分析 张哲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09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曲安奈德在特发性黄斑裂孔手术治疗中的辅助作用研究 康克明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09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合并新生血管性青光眼1例 程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09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巩膜外环扎加压术后眼前段缺血综合征与脉络膜上腔出血一例 王德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09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玻璃体寄生虫感染感染一例 姚雪 深圳市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09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不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2型糖尿病患者视网膜厚度变化分析 徐晓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09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光动力治疗双眼巨大特发性浆液性视网膜色素上皮脱离一例 龚颂建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09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BEST1基因相关眼病的遗传特征及临床表现 刘杏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10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黄斑前膜自发缓解一例 王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10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Autophagy induced by amyloid-β in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al Cells 冯乐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0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抗VEGF药物联合激光治疗缺血性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的长期观察 才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10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犬弓蛔虫三例临床病例分析 胡也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一批 PO-010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脉络膜厚度在特发性黄斑裂孔和黄斑前膜发病机制中的探究 舒之敏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10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不同抗新生血管药物治疗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短期疗效评估 牟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一批 PO-010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Bestrophin 1与视网膜疾病研究新进展 田成强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10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眼底疾病欧宝 图片 陈孝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眼科

第一批 PO-010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康柏西普治疗慢性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继发脉络膜新生血管的短期疗效
观察

张彩云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

第一批 PO-010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雷珠单抗联合微创玻璃体切割术治疗PDR的疗效分析 刘早霞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11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全视网膜光凝联合康柏西普治疗活跃的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效果观察 随闻达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第一批 PO-011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脉络膜上腔羊膜填塞术患者围手术期的护理 郑丽丽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11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增生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康柏西普玻璃体注药后VEGF浓度的研究 李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第一批 PO-011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不典型的急性特发性黄斑病变1例 伍蒙爱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一批 PO-011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康柏西普玻璃体腔注射治疗玻璃体切除术后玻璃体积血的疗效研究 曲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11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玻切术中重水的清除 赵东升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第一批 PO-011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的脉络膜血管指数分析与脉络膜厚度变化分析 王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友谊

第一批 PO-011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玻璃体切除联合硅油填充手术术后眼压的观察及护理 吴瑟菲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11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Mutiple bilateral retinal astrocyte hamartomas in a patient with tuberous
sclerosis: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严棽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11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以后节为主要表现的白塞氏病诊断的迷惑性和疑难性 陆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12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Proliferative sickle cell retinopathy and macular infarction in a Chinese
patient with beta thalassemia minor.

周亮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一批 PO-012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Differenti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RPE65-LCA patient specific hiPSCs
into retinal organoids

李桂兰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12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miRNA-22-3p在氧化应激下RPE细胞炎症激活中的作用研究 吕彐华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12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眼科手术机器人辅助的视网膜血管介入手术的动物试验研究 沈丽君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分院

第一批 PO-012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s suppresses high glucose-induced metabolic
memory in retinal pigment epithelial cells through inhibiting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inducedapoptosisby regulating miR-195

李文杰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第一批 PO-012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23G玻璃体切割术治疗严重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刘志雄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12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Ozurdex治疗糖尿病性黄斑水肿临床疗效的观察 李学治 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12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Kyrieleis 动脉炎的临床特征 戴荣平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第一批 PO-012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康柏西普联合曲安奈德玻璃体腔注射治疗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黄斑水肿的疗效观察 祝莹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2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改良式小梁切除术治疗玻璃体切除联合硅油填充术后继发性青光眼4例报道 闫桂刚 烟台毓璜顶医院

第一批 PO-013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视网膜感光细胞cGMP通道对不同光照时间损伤的时效关系及防护机制的研究 李亚萍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13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血管成像OCT观察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继发黄斑水肿治疗效果 罗用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第一批 PO-013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玻璃体腔内注射康柏西普或联合激光治疗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性黄斑水肿的临床观
察

方石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13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半剂量维替泊芬光动力疗法治疗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的临床观察 孙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第一批 PO-013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息肉状脉络膜血管病变并发网膜下出血的治疗应答 杨雅婷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一批 PO-013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光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在息肉状脉络膜血管病变中的应用 夏松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第一批 PO-013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Knockdown of MALAT1 not only inhibits, but also reverses EMT, migration,
and capacity of mediating collagen gel contraction in TGFβ1-treated RPE
cells

杨帅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3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息肉状脉络膜血管病变的光相干断层扫描图像特征与抗VEGF治疗后视力预后的相
关性分析

夏松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第一批 PO-013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双眼年轻男性特发性黄斑裂孔 肖阳艳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一批 PO-013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高度近视黄斑裂孔视网膜脱离的手术治疗 刘炳乾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14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特发性黄斑前膜撕除联合白内障摘除术后视力与黄斑区内外节层连续性的关系 占敏艳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14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一种基于PSPI的RPE移植辅助材料的生物相容性研究 刘文佳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4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Aβ引起的视网膜MicroRNA表达谱改变 黄珮戎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4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Characteristics of Polypoidal Choroidal Vasculopathy Evaluated by
Multispectral Imaging

张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第一批 PO-014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Effects of LY294002 on the function of retinal endothelial cell in vitro 底煜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第一批 PO-014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One port vitreous cavity lavage with hybrid 27G infusion and 23G cannula 朱冬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4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Systemic interference of Adrenergic Receptor Signaling Preserve
Photoreceptors after Retinal Detachment

李彤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4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影像学诊断进展 王若男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4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Involvement of Ciliary Neurotrophic Factor in Early Diabetic Retinal
Neuropathy in Streptozotocin-Induced Diabetic Rats

马明明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4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巩膜环扎加压联合532nm激光治疗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的临床观察 管欢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5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23G玻璃体切除术联合非接触广角观察系统治疗人工晶体眼视网膜脱离的临床分析 王卫峻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5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视网膜前刺激诱发人工视觉的实验研究 朱建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15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年轻患者脉络膜新生血管的临床分析 刘晓强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5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特发性黄斑裂孔玻璃体切割手术后影响视力的相关因素 路天祥 河北省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15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基于OCT影像的黄斑水肿分类及量化分析新方法 钱天威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55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高密度脂蛋白代谢途径相关基因与息肉样脉络膜血管病变相关性的系统综述和荟萃
分析

原铭贞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第一批 PO-0156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牵牛花综合征在犬科动物中的发现一例及病理分析 冯宇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一批 PO-0157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儿童眼前段开放性眼外伤的早期25G玻切手术疗效的临床观察 郭静君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58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光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观察近视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变的研究 周思睿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一批 PO-0159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病理性近视黄斑裂孔的OCT表现分析 晏立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160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未经治疗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脉络膜厚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程艺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161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Intravitreal conbercept versus ranibizumab as a preoperative adjunct to
vitrectomy for preventing recurrent vitreous hemorrhage in prolifera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

刘鹤南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第一批 PO-0162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疗视网膜静脉阻塞的临床观察及分析 史雪颖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163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多点扫描矩阵激光治疗DR疗效不佳的临床研究 李明翰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164 玻璃体视网膜疾病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糖尿病微血管病变 张新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165 白内障 阿托伐他汀钙对超声乳化术后糖尿病黄斑水肿的影响 张志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166 白内障  散光型人工晶体植入术前散光轴度手动标记与自动标记的对比分析 付彦江 大庆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167 白内障 2岁以上先天性白内障患儿术后客观视觉质量分析 喻磊 西安市第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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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PO-0168 白内障 白内障术后TASS一例 刘佩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一批 PO-0169 白内障 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在原发性房角关闭的临床疗效 吴敏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一批 PO-0170 白内障 超高度近视白内障患者人工晶体计算公式选择的临床研究 万文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眼科学
重庆市市级重点实验室，重庆市眼科研究
所

第一批 PO-0171 白内障 晶体半脱位的手术技巧 刘少勤 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72 白内障 新型Ex-PRESS青光眼引流器植入联合1.8mm微切口白内障手术 马晓程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73 白内障 1.8mm微切口超声乳化术治疗硅油眼术后硬核白内障核心技术探讨 高伟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74 白内障
囊袋张力环植入对视网膜色素变性合并白内障患者术后囊袋收缩抑制作用的临床观
察

刘玺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175 白内障 不同手术切口对散光型人工晶状体植入疗效的临床观察 罗忠 绵阳万江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176 白内障 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后角膜内皮炎一例 田芳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177 白内障 以白瞳症为首发症状的先天性虹膜-脉络膜缺损并发视网膜脱离 赵曦泉 西安市第四医院

第一批 PO-0178 白内障
840例白内障患者新型扫频源光学生物测量仪IOLmaster700与传统生物测量仪
IOLmaster500眼轴长度测量的一致性及检出率分析

崔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179 白内障 Gremlin as a potential target for posterior capsular opacification 马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180 白内障 飞秒激光辅助下白内障术在乳白核白内障中的应用 朱亚楠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181 白内障 手术相关性脉络膜脱离的处理 高磊 潍坊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182 白内障 “液流托举”在严重晶状体半脱位中的临床应用 高磊 潍坊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183 白内障 蒂部眼外切除术治疗巨大虹膜囊肿 姬红培 贵州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184 白内障 白内障合并晶状体不全脱位手术治疗效果观察 周湛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中外合资)

第一批 PO-0185 白内障 HSP70通过调控抗氧化酶活性参与硒性白内障发生发展的研究 周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186 白内障 马凡氏综合症伴晶体半脱位超声乳化术手术技巧的探讨 王剑锋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187 白内障 Simplified scleral fixation for out-the-bag intraocular lens dislocation 李海波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188 白内障 人工晶体悬吊术巩膜瓣的改良 陆相庆 开发区建设路267号大庆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189 白内障 应用血流成像OCT评价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后黄斑区视网膜微循环及结构损伤的研究 余育宏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

第一批 PO-0190 白内障
中国一常染色体显性先天性白内障家系的主要内源性蛋白(MIP)基因单碱基缺失突
变分析

鱼音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191 白内障 2个先天性白内障相关缝隙链接蛋白46和50突变的鉴定和初步功能表达研究 鱼音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192 白内障 中国一常染色体显性先天性白内障家系的CRYBB2基因新突变分析 鱼音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193 白内障 白内障飞秒手术大样本学习曲线及手术安全性临床研究 姚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194 白内障 GJA3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白内障风险的相关性 汤霞靖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195 白内障
Congenital cataract-causing mutation G18D increases γS-crystallin
sensitivity to thermal and chemical stress

朱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196 白内障 白内障超声乳化术中不同眼压对眼部的影响 陈文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批 PO-0197 白内障 飞秒激光预劈核模式在白内障手术中的临床比较 沈泽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198 白内障 Importinα3 蛋白在晶状体上皮细胞凋亡中的作用及其调控机制探索 程雅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199 白内障 飞秒激光辅助超声乳化技术处理白内障伴闭角型青光眼的初步探讨 叶向彧 福州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00 白内障
Comparison of three intraocular lens implantation procedures for aphakic
eyes with insufficient capsular support: a network meta -analysis

李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201 白内障
Continuation of aspirin therapy before cataract surgery with different
incisions: safe or not?

李清坚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第一批 PO-0202 白内障 水浴法B超分段测量在硅油填充的超高度近视眼生物测量中的准确性探讨 杨青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第一批 PO-0203 白内障 Alpha角和Kappa角在人群中的分布 温凯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04 白内障
一个白内障家系的重生——使用体外受精及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技术阻断先天性白
内障家系致病基因的研究

李学民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205 白内障 超高龄患者白内障围手术期危险因素评估及护理 张金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批 PO-0206 白内障 白内障合并特发性黄斑前膜患者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后临床疗效分析 杨艳芳 重庆新视界渝中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07 白内障
Pentacam HR 眼前节分析仪和OPD-Scan III角膜/屈光分析仪对角膜高阶像差测量
差异性分析

徐静静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208 白内障 信噪比对IOLMaster生物测量准确性的影响 柏全豪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209 白内障 睫状沟缝合固定人工晶体治疗晶状体半脱位的临床疗效分析 沈帮荣 青岛新视界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210 白内障
The accuracy and reproducibility of IOLMaster biometry with intraocular
lens used for cataract surgery

柏全豪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211 白内障 飞秒激光在婴幼儿性白内障术中的应用研究 郑吉琦 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

第一批 PO-0212 白内障 超高度近视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负低度数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的临床观察 肖婉莉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南京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13 白内障 主导眼在人工晶体眼单眼视设计中对视觉质量的影响初步观察 陶玉衡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第一批 PO-0214 白内障
Long-term Follow-up of Neodymium:YAG Laser Anterior Capsulotomy for
the Treatment of Anterior Capsular Phimosis

钱益勇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第
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215 白内障 囊袋张力环在外伤性晶状体半脱位中的应用 霍永军 安阳市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16 白内障 糖尿病患者应用飞秒激光辅助与传统超声乳化术后前囊膜的变化 曾宗圣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217 白内障 2型糖尿病患者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后角膜内皮形态学变化的动态研究 刘玉环 宁夏医科大学

第一批 PO-0218 白内障 白内障超声乳化术治疗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合并白内障的临床观察 郑晓霞 山东亮康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19 白内障 吸烟与白内障关系的研究调查 林林琴 华厦眼科集团莆田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20 白内障 优质护理在飞秒激光辅助白内障手术患者中的临床护理应用 林林琴 华厦眼科集团莆田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21 白内障
晶状体上皮细胞双氧水处理及紫外辐照两类损伤模型的构建及自噬在损伤中的作用
研究

秦祯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222 白内障
晶状体小体（LBs）及人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基因表达谱比对及晶状体发育相
关基因的表达检测

秦祯蔚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223 白内障 虹膜拉钩在外伤性白内障伴晶体不全脱位术中的应用体会 董曙光 邹平爱尔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224 白内障
评估视网膜光凝/冷凝在白内障超声乳化人工晶体植入联合视网膜脱离复位术中对
囊袋收缩综合征的影响

蒋炎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225 白内障 不同眼压计在硅油眼患者眼压测量中的比较 陆博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第一批 PO-0226 白内障 先天性白内障的房水炎症因子分析研究 赵银莹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

第一批 PO-0227 白内障 创新劈核技术在硬核白内障手术中的应用 陈鼎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一批 PO-0228 白内障
自拟益气利水方联合玻璃体腔内注射康柏西普 治疗糖尿病患者白内障术后黄斑水肿
的临床观察

朱晶 武汉市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229 白内障 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V4c）植入术治疗中低度近视临床疗效观察 王镜菊 昆明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30 白内障 儿童先天性后部圆锥形晶状体的临床特征和治疗 周健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第一批 PO-0231 白内障 中原地区白内障术后干眼的发病危险因素分析 祁颖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232 白内障 I期IOL植入在小于24月单眼先天性白内障中的应用 李霞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233 白内障
基于全眼扫频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成像图片测定晶状体核混浊度与LOCS III分级和基
于Scheimpflug成像分级系统的关系

陈丁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一批 PO-0234 白内障 主动液流系统在复杂白内障手术中的应用评估 左志高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武警部队眼科研究所

第一批 PO-0235 白内障 不同超声能量释放模式对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后效果的研究 党光福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第一批 PO-0236 白内障 后极型白内障的手术并发症的预防 党光福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第一批 PO-0237 白内障 “中华健康快车”白内障防盲手术临床分析 王海蓉 甘肃省定西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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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PO-0238 白内障 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后泪膜变化与视觉质量相关性的动态研究 邱煜焱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239 白内障 两种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状体置换原因分析比较 尹黎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

第一批 PO-0240 白内障 晶状体前囊膜中的层粘连蛋白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的致病相关蛋白 唐先玲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241 白内障 撕囊口性状对于白内障术后人工晶体有效位置及屈光度数的影响 李史序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第一批 PO-0242 白内障 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白内障患者对症状改善及并发症的预防分析 胡蝶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243 白内障 右旋美托嘧啶与苯巴比妥钠在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术中镇静作用的对比研究 唐浩英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244 白内障 miR-30a在后发性白内障中对上皮间质转化的网络调控机制研究 马君择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245 白内障 1型和2型糖尿病性白内障发病机制的差异性研究 吕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学院眼科
医院

第一批 PO-0246 白内障 SBL-3区域可调节人工晶体的临床研究 刘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分院

第一批 PO-0247 白内障 晶状体功能失调指数与主客观视觉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罗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眼科

第一批 PO-0248 白内障 囊膜收缩综合征致白内障术后大散光一例分析 仝春梅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第一批 PO-0249 白内障 自噬在高糖状态下人晶状体上皮细胞体外生物学功能中的作用 陆培荣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250 白内障 Implantable capsular hooks复位人工晶状体-囊袋复合体 金海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第一批 PO-0251 白内障 Air-fluid dropping 技术清除囊袋内晶状体上皮细胞的临床应用 金海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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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 PO-0252 白内障
三焦点人工晶体（839MP）与单焦点非球面人工晶体（MI60）植入术后早期视力
、对比敏感度及患者满意度的临床观察

邓明辉 临汾市尧都区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53 白内障 Barrett Toric计算器对散光多焦点ART人工晶状体矫正效果影响的临床研究 梁景黎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54 白内障
应用OCULUS眼表综合分析仪观察飞秒激光辅助下白内障超 声乳化术患者的眼表
变化

张敏 潍坊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55 白内障 Cataract surgery in china: Femtosecond laser-assisted cataract surgery 姚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256 白内障 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术中灌注液迷流综合征的处理和分析 杜珊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257 白内障 探讨可回收使用的Xpand虹膜扩张器在小瞳孔白内障手术中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王勇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58 白内障 基于扫频OCT图像的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眼前节参数测量研究 陈婉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259 白内障 保留房水无粘弹剂形成前房的ICL植入技术 朱思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260 白内障 先天性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联合双撕囊及前段玻璃体切除 术后的远期疗效观察 李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261 白内障 “一刀法”结膜、巩膜、角巩膜缘隧道切口治疗婴幼儿白内障临床观察 朱思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262 白内障 不同仪器测量白内障患者明室及暗室状态下瞳孔直径的比较研究 王潇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第一批 PO-0263 白内障 药物熏蒸联合睑板腺按摩对治疗超声乳化术后蒸发过强型干眼的临床研究 王世明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宁波爱尔光明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64 白内障 放射状角膜切开术后行超声乳化白内障吸除术晶体计算选择体会 吕健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265 白内障
三焦点、连续视程及双焦点人工晶状体术后不同大小瞳孔下的像差分布和视觉质量
的关系分析

陈碧超 武汉爱尔眼科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266 白内障 先天性白内障的手术时机、方式及术后疗效观察 朱建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267 白内障 Smac在人晶状体上皮细胞内质网应激及其介导的细胞凋亡中的作用及机制的研究 王华君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268 白内障
Barrett Universal Ⅱ公式及四种经Wang-Koch公式优化计算公式眼轴在大于
25mm眼轴眼中植入三焦点人工晶状体的应用对比研究

陈碧超 武汉爱尔眼科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69 白内障 复杂散光患者的屈光性白内障手术1例 王静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第一批 PO-0270 白内障
2014年中国农村老年人群白内障手术覆盖率及与2006年全国九省眼病调查结果的
比较

赵家良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第一批 PO-0271 白内障
Racemization at the Asp 58 residue in αA-crystallin from the lens of high
myopic cataract patients

张可可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一批 PO-0272 白内障 囊袋张力环在外伤性白内障伴晶体半脱位中的应用 马先祯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73 青光眼
Long non-coding RNA H19 regulates NLRP3/6 inflammasome balance and
neuronal apoptosis in retinal ischemic/reperfusion damage

万沛星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274 青光眼 特殊类型Fuchs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和诊治要点 吴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275 青光眼
Quantification of Pulse-dependent Trabecular Meshwork Motion in Normal
1 Humans Using Phase-sensitive OCT

辛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276 青光眼
Matricellular proteins levels in aqueous humor and surgical outcomes of
trabeculectomy

张志华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277 青光眼
Polymorphisms of presenilin-1 gene associate with Primary Open Angle
Glaucoma

魏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一批 PO-0278 青光眼 罗格列酮/PHBV缓释膜的研制及其对青光眼滤过手术后抗瘢痕形成的研究 张凤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一批 PO-0279 青光眼 剥脱性综合征角膜内皮细胞形态学研究 李凡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
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280 青光眼 恶性青光眼诊断和治疗体会 戴超 青岛新视界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81 青光眼 拉坦前列腺素和噻吗心安在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比较 高文清 绵阳万江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82 青光眼 微导管引导下小梁切开术治疗儿童青光眼临床观察 杨潇远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河
南省眼科研究所）

第一批 PO-0283 青光眼
Ultra-short-term intraocular pressure fluctuation and disease progression in
primary angle closure glaucoma

谭少英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科
中心

第一批 PO-0284 青光眼 小梁切除术联合白内障超声乳化术联合预置巩膜切开术对真性小眼球的疗效研究 林雯翔 长沙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85 青光眼 OCT检测观察慢性闭角型青光眼与黄斑区血流量的关系 张德秀 西安爱尔古城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86 青光眼 Ahmed青光眼引流阀表面改性对术后滤过泡纤维化的影响 原慧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287 青光眼 恶性青光眼的生物学特点分析 刘铮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288 青光眼 低能量选择性激光小梁成形术对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的疗效 徐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289 青光眼 4种眼前节OCT定位和定量测量前房角可重复性的比较 潘晓晶 青岛眼科医院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第一批 PO-0290 青光眼 镁合金生物可降解材料应用于青光眼引流装置的可行性研究 李翔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291 青光眼 视网膜色素变性合并闭角型青光眼的临床分析 曾惠兰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一批 PO-0292 青光眼 小梁消融术在慢性闭角型青光眼的初步临床应用观察 厉君 长沙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293 青光眼 1α，25二羟基维生素D3抑制人小梁细胞水通道蛋白1表达的研究 吕瀛娟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294 青光眼 中国北方前房深度遗传度的研究 杨晓晗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295 青光眼
Involvement of reduced glial connexin43 in retinal ganglion cell apoptosis
in a mouse chronic ocular hypertension model

Guoli Zhao
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医学神经生物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第一批 PO-0296 青光眼
8-OH DPAT promotes retinal ganglion cell function via modulating
GABAergic presynaptic activity in chronic glaucoma

周旭娇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一批 PO-0297 青光眼 虹膜松弛继发房角关闭误诊为恶性青光眼一例 陈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298 青光眼
Trabecular meshwork stem cells are functional in extracellular matrix
turnover via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周民稳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299 青光眼 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视乳头筛板前层自动标定功能的研究 罗昊敏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一批 PO-0300 青光眼
超声乳化晶状体手术联合周边虹膜切除术或房角分离术治疗眼压无法控制的原发性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方爱武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浙江省眼视
光医院

第一批 PO-0301 青光眼 评估三种抗青光眼手术对原发性青光眼合并白内障患者的影响 仲苏鄂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302 青光眼 青光眼视神经形态损害的识别 李建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303 青光眼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O2 Laser-assisted Deep Sclerectomy with 5-
fluorouracil（5-FU）: a year follow-up

辛智渊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批 PO-0304 青光眼 青光眼和非青光眼性视神经病变黄斑及视乳头周围血管密度与灌注密度的比较 肖辉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305 青光眼 2%更昔洛韦滴眼液对巨细胞病毒阳性青睫综合征患者的疗效观察 孔祥梅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一批 PO-0306 青光眼 两种基于MRI测量视神经蛛网膜下腔间隙截面积方法的可重复性比较 陈伟伟 北京市眼科研究所

第一批 PO-0307 青光眼
TGF-β1通过miRNA-200b/PTEN信号通路诱导人Tenon囊成纤维细胞纤维化作用
机制的研究

童俊
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扬州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308 青光眼 中国原发性闭角性疾病患者的角膜散光分布 林明楷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309 青光眼 TBK1调控P16INK4a在急性高眼压诱导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衰老中的作用机制 李璐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310 青光眼
The Impact of Trans-lamina Cribrosa Pressure Difference on Subfoveal
Choroidal Thickness

刘祥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311 青光眼 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视野损害时间与空间特征研究 汪星朦 中国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第一批 PO-0312 青光眼 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急性发作期与眼压下降后远期黄斑区视网膜参数测量分析 路平 邯郸市眼科医院（邯郸市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313 青光眼
Peripapillary choroidal thickness in myopic eyes measured by enhanced
depth imaging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song aiping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第一批 PO-0314 青光眼 两种Ahmed青光眼引流阀植入手术疗效比较 潘伟华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

第一批 PO-0315 青光眼 小梁切除联合部分Schlemm管切除治疗慢性闭角型青光眼疗效观察 孙红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第一批 PO-0316 青光眼 RNA-seq分析大鼠视神经夹伤后早期视神经及视网膜组织的基因表达改变 吴娅莉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317 青光眼 雷帕霉素对体外人眼Tenon囊纤维细胞作用的研究 嵇芳芳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第一批 PO-0318 青光眼 超声乳化联合眼内窥镜下房角分离术治疗PACG滤过术后眼压失控 潘伟华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

第一批 PO-0319 青光眼 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患者基于体素脑网络中心度重塑改变的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研究 张青林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20 青光眼 甲皱襞微循环与视网膜微循环的相关性研究 田佳鑫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321 青光眼 新型低色温LED与传统LED光暴露对ARPE-19细胞的影响 李雄峰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322 青光眼 Effects of resveratrol on retinal ganglion cells in vivo and in vitro 庞雨莲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23 青光眼 急性眼压升高对猕猴视锐度的影响 李梦玮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一批 PO-0324 青光眼 梯度压力作用下大鼠视乳头星形胶质细胞中新型离子通道 Piezo1表达的研究 郭晓丹 丹东市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325 青光眼 分离格栅模式视觉诱发电位对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早期诊断的临床观察 陶黎明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326 青光眼 UBM在CO2激光辅助深层巩膜切除术中的应用 唐广贤 石家庄市第一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27 青光眼 超声乳化白内障吸出联合前段玻璃体切除及小梁切除术 治疗恶性青光眼的临床效果 吕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328 青光眼
 Assess bioactive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2 (TGFβ2) and secreted
frizzled-related protein-1 (SFRP1) levels in aqueous humor (AH) of different
types of glaucoma.

魏嘉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329 青光眼 一先天性眼外肌纤维化合并青光眼家系的分子遗传学研究 王云
暨南大学医学院深圳眼科中心深圳市眼科
医院

第一批 PO-0330 青光眼
二代Corvis ST角膜生物力学测量仪和Goldmann压平眼压计在原发性开角型青光
眼和高眼压症患者中眼压测量的比较和一致性分析

叶一明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331 青光眼 新型ROCK抑制剂局部使用降低眼内压的作用研究 王婧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332 青光眼
the change of the area of foveal avascular zone and blood density after
dark room test in healthy subjects and suspected angle closure glaucoma
patients with OCTA

雷雅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333 青光眼 青少年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的临床分析 葛庆舒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334 青光眼 Spaeth前房角分级法的临床应用优势 曾流芝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335 角膜病 2型糖尿病患者睑板腺结构功能的改变及其对眼表的影响 梁伟彦 天津爱尔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336 角膜病 AS-OCT辅助PTK治疗HSK引起角膜斑翳 崔林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337 角膜病 探讨患者准分子手术前后的调节力变化 何苗 四川绵阳万江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38 角膜病
Corneal Regeneration with Human Derived Acellular Dermal Matrix for
Marginal Intrastromal Lamellar Keratoplasty: a Clinical Trial

王岳鑫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339 角膜病 全飞秒激光角膜透镜治疗角膜穿孔 秦光勇 襄阳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40 角膜病 圆锥角膜胶原交联术后眼压和角膜生物力学指标的变化比较 周向坤 北京茗视光眼科诊所

第一批 PO-0341 角膜病 2013-2017眼部感染肠球菌的耐药性分析 陈华波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青岛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42 角膜病 BRD4抑制剂JQ1 抑制机械损伤诱导的角膜瘢痕 曲明俐 青岛眼科医院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第一批 PO-0343 角膜病 一种通过包裹贝伐单抗用于治疗角膜新生血管的新型抗体载送体系 黄文娟 温州医科大学

第一批 PO-0344 角膜病 眼库如何提高角膜捐献人数 杨丽红 长沙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45 角膜病 SMILE与TransRRK矫治近视术后功能性光学区的比较 侯杰 济南明水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46 角膜病
The Overlooked Changes of Dry Eye Symptoms and Corneal Nerves in
Different Duration of T2DM people.

吕瑛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47 角膜病 蚕蚀性角膜溃疡临床特征及复发危险因素的研究 杨丽霞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348 角膜病 翼状胬肉的手术治疗现状和最新进展 谢汉平 重庆华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49 角膜病 角膜基质层注射二性霉素B治疗难治性真菌性角膜炎患者 谢汉平 重庆华厦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350 角膜病 眼内容物剜除联合羟基磷灰石（HA）义眼台植入术的疗效观察 李庚营 辽宁何氏医学院葫芦岛何氏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51 角膜病 Genotype and phenotype analysis of patients with sporadic keratoconus 王雨濛 香港中文大学

第一批 PO-0352 角膜病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凝胶在糖尿病性黄斑水肿合并干眼患者玻璃体腔注射前的使
用

胡倩 贵州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353 角膜病
Efficacy comparison of two intense pulsed light patterns for treating
patients with meibomian gland dysfunction

Yue.Wu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ffiliated Eye Hospital

第一批 PO-0354 角膜病 板层角膜切除联合多层羊膜移植及角膜绷带镜治疗蚕蚀性角膜溃疡的临床研究 张蕊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355 角膜病 板层角膜移植术治疗Terrien，s角膜边缘变性的临床观察 谢汉平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重庆华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56 角膜病 小儿角膜移植手术面临的挑战 谢汉平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重庆华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57 角膜病 真菌性角膜病真菌检验及药敏分析 孙晓艳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青岛眼科医院-省部共
建山东省眼科重点实验室

第一批 PO-0358 角膜病 玻璃酸钠滴眼液对糖尿病小鼠眼表疾病的作用研究 祁霞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青岛眼科医院 山东省
眼科学重点实验室

第一批 PO-0359 角膜病 DMEK与穿透性角膜移植比较研究 李经纬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360 角膜病 角膜交联治疗圆锥角膜30例临床观察 李经纬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361 角膜病 应用野菊花熏蒸辅助治疗睑缘炎相关角结膜病变的疗效观察 杜宇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362 角膜病 角膜移植术后发生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炎的临床特征及治疗转归 亓晓琳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第一批 PO-0363 角膜病 隐匿性异物导致角膜及眼表损伤的临床分析 亓晓琳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364 角膜病 2014-2017年角膜炎患者真菌检测与耐药性分析 王倩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青岛眼科医院—省部
共建山东省眼科重点实验室

第一批 PO-0365 角膜病 OPT优化脉冲光治疗睑板腺功能障碍所致干眼症的疗效及临床观察 周梦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66 角膜病 重组人干扰素在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溃疡中的应用 李佳盛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中外合资)

第一批 PO-0367 角膜病 嵌入物治疗老视患者的前景 王怡欣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368 角膜病 观察手术矫正大角度内斜病人对丝状角膜炎的疗效 张星慧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69 角膜病 翼状胬肉切除术后胬肉复发及睑球粘连临床分析 董春晓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山东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70 角膜病 人工角膜的临床应用进展 崔雯雯
南昌市第一医院/江西医学院第三附属医
院

第一批 PO-0371 角膜病 荧光素钠在FBUT检测的最佳浓度剂量的研究 高莹莹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372 角膜病
0.1%溴芬酸钠水合物滴眼液与糖皮质激素对碱烧伤诱导的大鼠角膜新生血管抑制作
用的初步比较

高奕晨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73 角膜病 准分子激光矫正高度近视后屈光回退幅度相关因素分析 刘明娜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74 角膜病 角膜穿孔50例临床分析 王璐璐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河
南省眼科研究所

第一批 PO-0375 角膜病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复合微冷冻凝胶构建角膜可注射3D微小生境的实验研究 胡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一批 PO-0376 角膜病 圆锥角膜治疗方式选择及结果分析 张静 青岛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77 角膜病 TNFAIP8-like2(TIPE2)蛋白参与调控细菌性角膜炎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马丽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省眼科学重点实
验室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378 角膜病
翼状胬肉切除手术方式术后反应效果比较：单纯翼状胬肉切除、翼状胬肉切除+干
细胞移植术、翼状胬肉切除+干细胞移植+羊膜移植术

戴贤俊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79 角膜病 纹眼线后干眼症患者与MGD流行病学调查及相关性分析 林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380 角膜病 微创无缝线,无生物胶翼状胬肉手术与传统翼状胬肉手术随机对照研究 陈百华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一批 PO-0381 角膜病
Genetically engineered IL-10-secreting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prolonged allograft survival in a rat model of corneal allograft
rejection via upregulating lncRNA003946

路晓晓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82 角膜病 板栗刺致眼外伤153例临床分析 古欣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83 角膜病 伴长时间视频终端干眼儿童睑板腺及泪膜脂质层的特点 宁玉贤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84 角膜病 TGFBIp在炎症诱导角膜新生淋巴管模型中表达变化及其与巨噬细胞浸润关系探究 林通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一批 PO-0385 角膜病 The Effect of Pterygium on Corneal Endothelial Cell Density 胡一骏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第一批 PO-0386 角膜病 视觉相关生活质量量表NEI-VFQ-25在角膜移植中的应用 李昕悦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387 角膜病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and Surgical Outcome of Conjunctival
Granulomas after Pterygium Surgery

张宗端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一批 PO-0388 角膜病 改良的离子电渗法跨上皮交联治疗未成年人进展期圆锥角膜远期疗效分析 林志荣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389 角膜病
A Multicenter Study on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of Keratoconic and Normal
Corneas with Corneal Visualization Scheimpflug Technology

田磊 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市眼科研究所

第一批 PO-0390 角膜病
Role of benzalkonium chloride in DNA strand breaks in human corneal
epithelial cells

吴涵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391 角膜病 翼状胬肉合并症的治疗 王寅威 上海市新视界中兴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392 角膜病 302例角膜内皮失代偿患者的临床分析 范祥雨 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一批 PO-0393 角膜病
Genetic testing for Corneal Dystrophies using Targeted Region Sequencing
identified Nine Novel Mutations in Han Chinese Population

张婧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一批 PO-0394 角膜病 睑缘炎患者蠕形螨分布特征研究 钟菁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395 角膜病 糖尿病大鼠促进干燥环境诱发干眼发生的眼表改变 褚晨晨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96 角膜病 更昔洛韦联合干扰素滴眼液治疗102例单疱病毒性角膜炎的疗效观察 罗兴莉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一批 PO-0397 角膜病 细菌性角膜炎的危险因素、病原菌分布及药敏结果分析 李志金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98 角膜病 II型糖尿病患者病程与临床指标的关系 曾孝宇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399 角膜病 注气联合缝合与烧灼对急性圆锥角膜的疗效比较 赵泽林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一批 PO-0400 角膜病 基于基质注射伏立康唑的真菌性角膜炎综合治疗的临床疗效评估 赵泽林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一批 PO-0401 角膜病 角膜移植联合白内障摘除的手术策略其他 马慧香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一批 PO-0402 角膜病 眼前节重建联合周边虹膜切除联合前房注气术治疗真菌性角膜炎的临床疗效分析 张培成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03 角膜病 联合使用基质内注射伏立康唑和角膜清创术治疗难治性真菌性角膜炎 陆成伟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404 角膜病 优化强脉冲光辅助治疗中重度睑缘炎相关角结膜病变的临床效果研究 接英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405 角膜病 羊膜覆盖优化眼表面治疗角膜上皮损伤的初步临床现察 贺燚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406 角膜病 翼状胬肉对泪膜的影响分析 罗顺荣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407 角膜病 睑板腺功能障碍患者眼表微生态特点初步研究 郑攀攀 北京市眼科研究所

第一批 PO-0408 角膜病 KXL角膜交联治疗圆锥角膜一年临床疗效观察 张丽梅 上海和平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09 角膜病 The Long-term Outcomes and Recent Advances in Refractive Surgery Mark Eltis University of Waterloo

第一批 PO-0410 角膜病 角膜移植联合白内障手术策略选择 刘平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11 角膜病 圆锥角膜患者角膜胶原交联术后短期内临床观察 秦齐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412 角膜病 2型糖尿病与睑板腺功能障碍的相关性研究 方颉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413 角膜病
Hyperlipidemia induced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lterations in corneal
endothelium

卜敬华 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

第一批 PO-0414 角膜病 深板层角膜移植手术治疗基质层角膜营养不良疗效观察 苏慧 苏州理想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15 角膜病 角膜交联术治疗圆锥角膜的疗效及并发症观察处理 黄晓丹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416 角膜病 The Observation of Stiffness of Keratoconus and the Cornea after SMILE 尚建慜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一批 PO-0417 角膜病 大样本回归性临床分析双眼圆锥角膜病变发展特点及个性化治疗 许永根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418 角膜病 Ozurdex在高危角膜移植术后抗排斥应用的临床观察 李学治 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419 角膜病 大鼠角膜缘基质微环境细胞在体外促进口腔黏膜上皮细胞向角膜样上皮细胞转分化 赵心悦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420 角膜病 圆锥角膜胶原交联治疗及术后临床观察、分析 张钰婷 重庆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21 角膜病 II型糖尿病患者眼表损害的评估 何芳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422 角膜病 保留上皮联合离子导入角膜胶原交联治疗进展期圆锥角膜的临床观察 原越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23 角膜病 不同近视度患者LASIK术后波前像差的变化 王桂琴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24 角膜病
Antimicrobial blue light inactivation of Candida albicans in an ex vivo
model of keratitis

闫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425 角膜病 3种翼状胬肉手术后干眼症的临床观察 谢利斌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26 角膜病 多学科跨团队合作，建立一体化干眼诊疗中心 huangwenji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一批 PO-0427 角膜病 消退素D1通过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减轻铜绿假单胞菌感染角膜中炎症反应的机制研究 吴佳音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第一批 PO-0428 眼外伤 突发群体性眼球爆炸伤救治中的医院感染预防控制 刘娜 济南市明水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29 眼外伤 机械性眼外伤的光学重建 王鸿 山东省立医院

第一批 PO-0430 眼外伤 88例3-12岁眼球穿通伤患儿的临床急救与护理体会 龚春蓓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431 眼外伤 医护一体化模式在小儿外伤性白内障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后的精准护理 龚春蓓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432 眼外伤 两爪或三爪异物镊在25G 微创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球内异物中的应用 何跃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433 眼外伤 特殊球壁异物手术方式选择     （提供视频交流） 邱品生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434 眼外伤 新型眼盾在眼外伤手术后伤口愈合的应用研究 庄志传 新视界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35 眼外伤 经角膜缘切口玻璃体切割联合眼球内非磁性异物取出21例分析   （提供视频交流） 邱品生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436 眼外伤 不同部位球内异物的术前检查及手术思维 苏志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437 眼外伤 晶体内磁性异物取出联合人工晶体植入及角膜清创缝合术病例报道一例 苏志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438 眼外伤 因翼状胬肉就诊而发现的房角异物 苏志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439 眼外伤 球壁眶内异物合并外伤性白内障的手术探讨 苏志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440 眼外伤 糖皮质激素在中重度眼部化学烧伤的临床应用与观察 冯梅 绵阳万江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41 眼外伤 重温芽孢杆菌性眼内炎 李曼 济南市明水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42 眼外伤 外伤性下泪小管断离吻合术手术时机的选择388例分析 孙广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443 眼外伤 改良人工晶体固定术的初步临床观察 巩慧 内蒙古朝聚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44 眼外伤 晶状体外伤的微创手术治疗和器械改良 杨勋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45 眼外伤 运用B超侧方位进行外伤致晶体内异物的扫描 毕森 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46 眼外伤 25G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外伤植入性虹膜囊肿的疗效观察 侯亚南 合肥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47 眼外伤 眼外伤的手术处理及技巧 沈咏梅 合肥普瑞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448 眼外伤 探索由眼内炎发展到全眼球炎的危险因素 陆雪辉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
科中心

第一批 PO-0449 眼外伤 近10年军人眼外伤住院病例临床分析研究 陈梅珠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第一批 PO-0450 眼外伤 微创玻璃体切割技术在虹膜囊肿手术中的应用 李松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451 眼外伤 我国眼外伤流行病学概况 封康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452 眼外伤 Epidemiology of ocular trauma in the world 封康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453 眼外伤 外伤性睫状体离断的手术复位效果观察 祁媛媛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454 眼外伤 玻璃体切除联合内路睫状体复位术治疗复杂性眼外伤的效果观察 祁媛媛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455 眼外伤 玻璃体切除联合内窥镜下睫状体光凝治疗复杂性眼外伤高眼压的效果观察 祁媛媛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456 眼外伤 增生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切除硅油填充术后早期出血的相关因素分析 赵通 中日医院

第一批 PO-0457 眼外伤 探索影响外伤性眼内炎视力预后的相关因素 陆雪辉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
科中心

第一批 PO-0458 眼外伤 25G+玻璃体切除术治疗眼外伤晶状体全脱位的疗效分析 王业玮 辽宁何氏医学院 何氏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59 眼外伤 人工晶体悬吊术后8年缝线自发断裂2例 伍端晓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460 眼外伤 改良局部玻璃体手术治疗恶性青光眼 王志良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第一批 PO-0461 眼外伤 1例异位性皮炎导致的眼部并发症病例报道 华闪闪 宁波市第一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462 眼外伤 角膜伤口缝合的精准分析 陈浩宇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
科中心

第一批 PO-0463 眼外伤 "无孔"视网膜脱离并白内障患者手术方式的选择及取舍 吴楠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464 眼外伤 黄斑前膜的转录组差异 周梦文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一批 PO-0465 眼外伤 巨大角巩膜缘葡萄肿手术切除一例 陈红玲 河南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466 眼外伤 外伤性眼内炎治疗体会 陈红玲 河南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467 眼外伤 最小量损伤取出球内异物新体会 陈红玲 河南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468 眼外伤 折叠式人工玻璃体球囊植入治疗早期严重眼外伤及硅油依赖眼的短期疗效 王东林 济南市明水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69 眼外伤 改良羊膜移植治疗百草枯致化学性眼外伤的临床观察 王婷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70 眼外伤 不同剂量的甘露醇在治疗眼球钝挫伤后继发性青光眼的疗效观察 张真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471 眼外伤 临床复杂眼睑裂伤的处理 陈建华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山东中医
药大学眼科与视光医学院

第一批 PO-0472 眼外伤 眼部化学烧伤预后影响因素的临床分析 谢汉平 重庆华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73 眼外伤 角膜穿通伤伴外伤性白内障手术治疗体会 陈红玲 河南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474 眼外伤 外伤性晶状体脱位的UBM诊断分析 许建锋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75 眼外伤 改良的粘弹剂染色法联合硅胶管双路置管治疗泪小管断裂的临床疗效 许多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大坪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476 眼外伤 闭合式缝线固定术治疗外伤性人工晶体不全脱位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石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477 眼外伤 眼外伤低眼压的诊断及治疗 宋宗明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河南省眼科研究所，
河南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478 眼外伤 高能激光遥测装置致黄斑损伤临床观察 孟虎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第一批 PO-0479 眼外伤 眼眶爆裂性骨折修复术后的临床疗效观察 丁香英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第一批 PO-0480 眼外伤 前房放液治疗外伤性前房积血继发青光眼疗效观察 吴湘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黄石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81 眼外伤
Vitreomacular Adhesion or Vitreomacular Traction may Affect Anti-vascular
Endothelium Growth Factor Treatment for Neovascular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郑欣华
无锡市第一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
无锡第一医院，无锡市儿童医院）

第一批 PO-0482 眼外伤 特种作战空运后送眼外伤医疗装具研究 李钊 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

第一批 PO-0483 眼外伤 硅油眼复发性视网膜脱离的特点及临床处理 周增超 长沙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84 眼外伤 晶状体玻璃体切除术后人工晶体植入手术 刘芳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85 眼外伤 折叠式人工晶体上方悬吊术在处理后囊膜破裂中的效果观察 姚勇 无锡市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486 眼外伤 眼眶下壁爆裂性骨折手术治疗的临床疗效观察 赵海峰
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皖南医学院弋矶山
医院

第一批 PO-0487 眼外伤
Transthyretin represses neovascularization in diabetic retinopathy through
a STAT4/miR-223-3p/ FBXW7 signaling pathway

邵珺 无锡市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488 眼外伤 一种黄斑中心凹下残留全氟化碳液滴取出方法——内界膜瓣下吸除 解正高 扬州大学附属苏北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489 眼外伤 眼外伤的临床急救和护理效果 李梅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成都爱尔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490 眼外伤 一次性角膜异物针刀的研制与临床应用	 董梅香 青岛市青岛华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91 眼外伤 无切口经全层巩膜缝合法治疗外伤性睫状体解离的临床观察 孙传宾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492 眼外伤 睫状体异物取出联合部分玻璃体切割术 黄艳明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493 眼外伤 FMEA模式在预防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病人跌倒的应用 蒋敏锋 无锡市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494 眼外伤 药物对实验动物角膜切口愈合的影响 高维奇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分院

第一批 PO-0495 眼外伤 胬肉切除联合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治疗外伤性翼状胬肉的临床观察 关立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496 眼外伤 严重开放性眼外伤分步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 何建忠 福州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497 眼外伤 双眼爆炸伤的处理 关立南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498 眼外伤 前房灌注在严重眼外伤玻璃体切割术中的应用 田超伟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第一批 PO-0499 眼外伤 鼻内镜下视神经管减压术治疗无光感外伤性视神经病变的临床价值 王春霞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第一批 PO-0500 眼外伤 无光感眼的玻切手术治疗观察 马健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501 眼外伤 玻璃体积血对玻璃体和视网膜的影响：手术时机探讨 张鹏程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眼科

第一批 PO-0502 眼外伤 应用Pentcam对无晶体眼人工晶体悬吊术后倾斜度与偏心值的测量研究 陈百华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一批 PO-0503 眼外伤 外伤性白内障术后高眼压原因分析 崔志利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504 眼外伤 以睫状体光凝为首选术式治疗外伤性青光眼和玻切术后青光眼的临床观察 侯旭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第一批 PO-0505 眼外伤 一例车祸多发伤伴双眼破裂伤的护理 李思齐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506 眼外伤 眼球贯通伤一期及二期玻璃体手术疗效观察 屈娅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507 眼外伤 观察严重角膜碱烧伤患者早期足疗程局部使用皮质类固醇激素的临床疗效 杜圆圆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508 眼外伤 外伤性房角后退型青光眼的临床分析 王晓媛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学院眼科
医院

第一批 PO-0509 眼外伤 眼外伤术后继发交感性眼炎13例病例分析 黄艳明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510 眼外伤 严重机械性眼外伤无光感眼微创玻切手术疗效分析 于金国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第一批 PO-0511 眼外伤 早期玻璃体手术治疗眼后段眼内异物的效果分析 顾鹏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512 眼外伤 人工玻璃体球囊植入治疗严重眼外伤 孙先勇 潍坊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13 眼外伤 重水辅助下超声乳化治疗晶状体全脱位 孙先勇 潍坊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14 眼外伤
无囊膜支持人工晶体植入新技术：27g针头内置8-0可吸收缝线引导下的人工晶状
体巩膜内固定术

汪朝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515 眼外伤 1例经外路手术治愈的外伤性视网膜脱离 吴泽群 解放军兰州总医院

第一批 PO-0516 眼外伤 新型隐匿性泪道引流管在泪小管断裂吻合术中的临床应用观察 韩少磊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17 眼外伤 泪道引流管与硬膜外麻醉导管治疗泪小管断裂的疗效对比分析 王玉霞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滕州市人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518 眼外伤 Overlooked iris foreign body for more than ten years:a case report 熊超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19 眼外伤 眼外伤致球壁异物漏诊1例 武云龙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520 眼外伤 中国福建地区外来务工人员眼化学伤治疗及转归情况 张丽颖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521 眼外伤 近三年我院眼外伤继发感染患者流行病学特点及细菌培养及药敏结果分析 李志金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22 眼外伤 晶状体不全脱位白内障超声乳化技术探讨 刘斐 爱尔眼科集团东莞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23 眼外伤 356例（378眼）眼表异物统计分析 杨豪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524 眼外伤 眼球钝挫伤的临床观察 唐卉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25 眼外伤 前房异物手术取出31例临床特征分析 张自峰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第一批 PO-0526 眼外伤 硅油再次植入的原因分析 温莹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27 眼外伤 一种新的眼球内异物取出方法 潘俊辉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528 眼外伤 玻璃体切除技术之急诊观 赵迷英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29 眼外伤 急诊眼外伤球内异物患者的手术配合及心理护理 李春燕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530 眼外伤 一期缝合联合玻璃体腔注气在伴有视网膜脱离的III区开放性眼外伤救治中的应用 张琪锋 宁波爱尔光明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31 眼外伤 一种修复虹膜根部离断的新手术方式 时磊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532 眼外伤 晶状体摘除囊袋张力环植入复位外伤性睫状体脱离一例 罗蕖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一批 PO-0533 眼外伤 前房密闭下单针缝合法治疗虹膜根部离断的临床观察 王国华 湖北省宜昌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34 眼外伤 泪道陈旧性损伤患者的影像学检查的合理选择需要注意的问题 陶海 中国武警总医院

第一批 PO-0535 眼外伤
虹膜囊袋拉钩与UBM在悬韧带断裂120度内挫伤性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并人工晶状
体植入术精准治疗中的应用

饶芒前 铜仁市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536 眼外伤      一例外伤致黄斑is/os断裂后治疗的思考 杨维佳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537 眼外伤
虹膜囊袋拉钩与UBM在悬韧带断裂120度内挫伤性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并人工晶状
体植入术精准治疗中的应用

饶芒前 铜仁市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538 眼外伤 彩色多普勒超声成像在钝挫伤所致的单纯性晶状体后囊破裂中的应用 杜颖华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539 眼外伤 外伤性黄斑孔术中填充滤过空气的临床观察 赵铁英 深圳华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40 眼外伤 瞳孔成形术治疗伴有晶状体脱位的外伤性瞳孔散大 钟海彬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541 眼外伤  折叠式人工玻璃体球囊植入治疗眼外伤导致的硅油依赖眼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观察 林会儒 山东省鲁南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42 眼外伤 一期巩膜外加压术联合巩膜裂伤缝合治疗巩膜穿通伤的疗效分析 陈胜
暨南大学医学院深圳眼科中心深圳市眼科
医院

第一批 PO-0543 眼外伤 RS泪道插管在治疗上下泪小管同时断裂中的临床观察 霍涛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44 眼外伤 囊袋混浊硅油眼影像辅助下重水鉴别 钟艳琳 厦门眼科中心医院

第一批 PO-0545 眼外伤 角膜感染合并眼内炎的PPV联合PKP治疗 冯云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546 眼外伤 Epidemiological Features of Pediatric Ocular Trauma in Southwestern China 刘勇
陆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
院）

第一批 PO-0547 眼外伤 超大范围睫状体分离临床治疗探讨 贾金辰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48 眼外伤 眼内灌注在眼外伤无晶状体眼二期人工晶状体植入术中的应用研究 陈松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第一批 PO-0549 眼外伤 眼外伤角膜明显混浊直视联合眼内窥镜下玻璃体视网膜手术探讨 贾金辰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50 眼外伤 25 G玻璃体切除联合手术治疗严重Ⅲ区开放性眼外伤 申战省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551 眼外伤 眼科专业规培生显微手术基本技能培训模式初探 黄崧健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552 眼外伤 23G玻璃体切除术治疗眼后段异物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小牛 解放军第150中心医院

第一批 PO-0553 眼外伤 眼内窥镜睫状体光凝治疗硅油依赖眼的难治性青光眼 吴群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

第一批 PO-0554 眼外伤 热烧伤致角膜溃疡穿孔一例 吕红彬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555 眼外伤 折叠式人工玻璃体球囊眼内植入治疗严重眼外伤临床体会 贾金辰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56 眼外伤 反向巩膜瓣睫状沟缝线固定术治疗人工晶体不全脱位的临床观察 方石峰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557 眼外伤 眼内缝合治疗玻切术后单襻脱位的悬吊人工晶体眼 李忠恩 山东施尔明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58 眼外伤 复杂眼外伤多联手术 闫亦农 湛江奥理德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59 眼外伤 儿童眼球穿通伤合并眶蜂窝织炎一例 黄创新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560 眼外伤 折叠式人工玻璃体球囊植入的初步临床实践 张贵森 内蒙古朝聚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61 眼外伤 泪道引流器环形植入治疗下泪小管断裂的临床分析 张宝冬 内蒙古朝聚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62 眼外伤 闭合性眼钝挫伤患者视网膜血氧饱和度评估 马歆琪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563 眼外伤 58例眼外伤眼内炎的临床分析与治疗 范怡明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64 眼外伤 HIV/AIDS患者罹患免疫重建葡萄膜炎及视网膜脱离与T细胞CD4相关性研究 罗静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一批 PO-0565 眼外伤 闭合性眼外伤低眼压52例的发病机制和临床治疗分析 张琦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一批 PO-0566 眼外伤 眼钝挫伤晶状体脱位继发青光眼的治疗 赵世红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第一批 PO-0567 眼外伤 利用高通量转录组测序分析探讨继发性黄斑前膜发病机制 罗静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一批 PO-0568 眼外伤 10例外伤性泪囊破裂的治疗分析 霍涛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69 眼外伤 会跑的针 王学艺 汝州市骨科医院

第一批 PO-0570 眼外伤 外伤性脉络膜新生血管1例 陈瑶 湖南省长沙市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71 眼外伤 沉默S100A4基因对兔角膜碱烧伤后新生血管的抑制作用 王毓林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572 眼外伤 不同原因睫状体脱离的治疗效果分析 吕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573 眼外伤 玻璃体切除治疗外伤性化脓性眼内炎 杜新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574 眼外伤 由儿童外伤性眼内炎所引起的深思 闫忠阳
河北省眼科医院河北省眼科学重点实验室
河北省眼科研究所

第一批 PO-0575 眼外伤 儿童眼外伤评分标准在儿童开放性眼外伤中的应用 康焕君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76 眼外伤
近视激光矫正术后外伤性角膜瓣皱褶应用20%酒精去除角膜上皮复位的临床疗效观
察

张怡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一批 PO-0577 眼外伤 折叠式人工玻璃体在严重眼外伤患者中的应用 康焕君 河北省邢台市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78 眼外伤 儿童外伤性前房积血的临床分析 牛倩 河北省邢台市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79 眼外伤 严重眼外伤视网膜嵌顿的临床救治 吴东海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580 眼外伤 分析B超联合CT定位对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后段眼内异物的意义 郭浩轶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81 眼外伤 眼内异物患者视网膜电图与术后的视力预后的关系 麦小婷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科
中心

第一批 PO-0582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耳屏软骨修补+右颞部软组织填充+下睑板V形切除牵拉缝合治疗下眶骨部分缺失凹
陷及下眼睑外翻5例

邱品生 福建省龙岩市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583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眼周巨大肿物临床分析及手术体会（附手术录像1例） 李青吉 天津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84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眼部非何杰氏淋巴瘤4例报告 李宏科 乌鲁木齐普瑞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85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改良“Z”在内眦赘皮中的应用（附手术视频） 耿向阳 沭阳南关医院

第一批 PO-0586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彩色多普勒超声在眼睑及泪腺占位性病变中的应用 罗欢 绵阳万江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87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游离睑板修复重度上睑深层缺损2例观察 姬明利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588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低浓度多点A型肉毒毒素治疗下睑静态细纹的临床疗效观察 杜芳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汉口医院

第一批 PO-0589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遗传性厚甲症并发双眼睑球粘连1例 由海涛 华厦眼科医院集团烟台康爱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90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外伤性视神经损伤手术治疗与非手术治疗效果对比观察 薛尚才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591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玻尿酸”颜面部注射致眼球萎缩1例 王丹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第一批 PO-0592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A Single-Center Retrospective Study of Factors Related to the Effects of
Intravenous Glucocorticoid Therapy in Moderate-To-Severe and Active
Thyroid-associated Ophthalmopathy.

王洋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593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带记忆钢丝的泪道探通针在双泪小管环形置管术后硅胶管脱出复位中的应用 蒋劲 浙江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594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CFS联合筋膜鞘治疗重度上睑下垂的体会 金世豪 郑州华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95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警惕眼外肌内占位性病变 任明玉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96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Enophthalmos associated with idiopathic orbital  inflammatory
pseudotumor

潘媛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597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改良横一字法矫正内眦赘皮疗效观察 罗金香 长沙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98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改良式睑内翻手术与眼轮匝肌折叠术治疗老年性下睑内翻的 临床效果对比 李雪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沈阳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599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Mimics软件在慢性泪囊炎术前评估的初步应用 李鹤明 沈阳爱尔眼视光医院

第一批 PO-0600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3D打印技术在治疗眶壁骨折手术中的应用分析 吴帅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601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义眼台周围囊肿（附病例报告） 杨伟 重庆医科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602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巩膜葡萄膜炎/睫状体黑色素瘤？（附病例报告） 郭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603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眶鼻沟通真菌感染（附病例报告） 彭子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604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误诊为视神经鞘脑膜瘤的炎性假瘤（附病例报告） 彭子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第一批 PO-0605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释放内眦韧带纤维束应力联合多层组织张力松解在内眦赘皮矫治中的研究 陈文莉 天津市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606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泪道探通术治疗新生儿泪囊炎病例分析 杨玲玲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607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Modified Intranasal Endoscopic Dacryocystorhinostomy with a Superiorly
Based Nasal Mucosal Flap Pedicled from the Axilla of Middle Turbinate

周文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608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腱膜性上睑下垂的临床观察 郭素梅 周口市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609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先天性下睑倒睫联合內眦赘皮矫正术的手术技巧 张丽蓉 辽宁何氏医学院 何氏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610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提上睑肌筋膜复合体（CFS）在上睑下垂矫正术中的应用 王朝庭 合肥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611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聚富马酸丙二醇酯/甲基丙烯酸羟乙酯人工睑板支架材料的制备及其眼睑重建效果
研究

高琪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612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外眦韧带加固联合下睑缩肌及眼轮匝肌联扎治疗老年性睑内翻临床观察 闫希冬 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

第一批 PO-0613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重睑术联合泪腺复位术治疗特发性眼睑松弛症的临床效果 赵敏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614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应用Mini 双飞皮瓣修复眼睑缺损的疗效观察 王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一批 PO-0615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鼻内镜下鼻腔泪囊造孔再行人工泪管植入术治疗急性泪囊炎 满大林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湘西爱尔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616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Assessing Graves’ophthalmopathy specific quality of life among Chinese
patients

曾鹏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第一批 PO-0617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横“V”形内眦赘皮切除治疗先天性下睑内翻初步观察 王勇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第一批 PO-0618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眶内注射利妥西单抗联合大剂量甲强龙治疗痛性眼外肌麻痹疗效观察 王萍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第一批 PO-0619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彻底分离额肌瓣治疗重度上睑下垂的临床观察 毕玉玲 重庆市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620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自体巩膜包裹义眼台反转植入的优势探讨 罗伟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621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真皮脂肪垫治疗泪道激光术后下睑凹陷畸形的临床观察 凃惠芳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622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165例眼眶肌锥内肿瘤的术后视力损害分析 简天明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623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联合筋膜鞘悬吊治疗儿童重度先天性上睑下垂 王富华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624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CFS悬吊术与额肌瓣悬吊术矫正重度上睑下垂的临床对比 董冰松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第一批 PO-0625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上横韧带松解在轻度上睑下垂矫正中的应用 史俊虎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626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甲状腺相关性眼病的眼底血流研究 张特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627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曲安奈德眶周注射对TAO轻度炎性患者的疗效观察 刘丹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第一批 PO-0628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25例下颌瞬目综合症患者手术治疗的疗效分析 王鸿 山东省立医院

第一批 PO-0629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眼眶骨折修复术后残留复视矫正手术的临床研究 刘韶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630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 of Retrobulbar Ocular Blood Flow Changes in
Retinal Artery Occlusions Caused by Cosmetic Facial Filler Injections

薛康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一批 PO-0631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Early Assessment of a Novel HIF Inhibitor-Conjugated Oxidative Stress-
Inducible Nanoparticle as a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the Treatment of
Uveal Melanoma

任慧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一批 PO-0632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Risk factors of epiphora in patients with lacrimal duct patency after surgical
repair of canalicular lacerations

李作红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一批 PO-0633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中老年人上眼睑皮肤松弛临床分析（附手术录像） 李玉珍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第一批 PO-0634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耳软骨替代睑板在修复眼睑恶性肿瘤切除术后重建眼睑的支架构型 李泽宜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
科中心

第一批 PO-0635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RS型泪道管在泪小管断裂吻合术中的应用 熊士波 武汉市艾格眼科医院泪道眼眶肿瘤科

第一批 PO-0636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作技术在眼眶外上方眶缘粉碎性骨折治疗中的应用 郑嵩山 河南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637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泪道CT造影及三维重建在泪道阻塞疾病中的应用 欧阳高翔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638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SMAS蒂风筝皮瓣联合鼻颊沟皮瓣转位治疗巨大下睑缺损 姚鹏翔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第一批 PO-0639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Autologous fat graft for the treatment of sighted post-traumatic
enophthalmos and orbital depression

陈辉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640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眶周、穹隆结膜注射曲安奈德治疗甲状腺相关眼病疗效对比分析 李云燕 湘雅常德医院

第一批 PO-0641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Does rituximab improve clinical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thyroid-
associated ophthalmopath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王嫦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一批 PO-0642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26例眼眶转移性肿瘤的临床诊治分析 卜战云 河南省眼科研究所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第一批 PO-0643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甲状腺相关眼病继发高眼压的眼外肌影像学定量测量与眼位分析 刘星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一批 PO-0644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Endoscopic Transnasal Removal of Cavernous Hemangiomas of the Optic
Canal

吴文灿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一批 PO-0645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Comparison of Rim-sparing versus Rim-removal Techniques in Deep Lateral
Wall Orbital Decompression for Graves’ Orbitopathy

周慧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第一批 PO-0646
眼部整形美容、眼眶
病及泪器病

Nasolacrimal duct probing for young children with congenital nasolacrimal
duct obstructions in China: a ten-year retrospective study

向勤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第二批 PO-0647 小儿及斜弱视  间歇性外斜视与双眼视功能训练 王邑平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48 小儿及斜弱视 间歇性外斜视与双眼视功能训练 王邑平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49 小儿及斜弱视 遮盖疗法与压抑疗法对屈光参差性弱视患者治疗疗效的研究 龚春蓓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650 小儿及斜弱视 湖北省1-3年级小学生近视现况调查 周炼红 湖北省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651 小儿及斜弱视 母亲及三胞胎同患先天性晶体脱位 曾彩琼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652 小儿及斜弱视 青少年快速散瞳前后眼压差异的临床研究 梁剑虹 海南省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653 小儿及斜弱视 小儿弱视采用阿托品联合短时遮盖治疗的临床观察 罗招娣 湖南郴州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54 小儿及斜弱视 新生儿剖腹及顺产时的灯光问题调查 方文卿 南昌大学理学院

第二批 PO-0655 小儿及斜弱视 人工辅助受孕儿与自然受孕对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发病率及疾病进展的影响 荣军博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656 小儿及斜弱视 4D数字化弱视斜视矫治系统对3-9岁弱视儿童的有效性评估 陈英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汉口医院

纸质壁报展示时间：9月14日12:00至9月15日17:30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0657 小儿及斜弱视
婴幼儿Peters 异常及Rieger异常的先天性角膜混浊病人超声生物显微镜图像特征与
影像学分类诊断研究

项道满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第二批 PO-0658 小儿及斜弱视 小儿眼病筛查总结与分析 杨海霞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

第二批 PO-0659 小儿及斜弱视 急性共同性内斜视的临床特点分析 程静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汉阳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60 小儿及斜弱视 3岁以内小儿斜视特点 万晓梅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青岛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61 小儿及斜弱视 探讨成人急性共同性内斜视的临床特点及手术治疗 伯小平 成都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62 小儿及斜弱视 普拉洛尔治疗婴幼儿眼部毛细血管瘤的疗效观察 肖新安 娄底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63 小儿及斜弱视 在一例蓝巩膜合并重度感音性耳聋患者发现MYO7A新突变 谢仁艺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664 小儿及斜弱视 浅析弱视及早发现与治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谭鹤鹤 苏大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65 小儿及斜弱视
Microperimetry characteristics in successfully treated monocular
anisometropic amblyopes

南莉 天津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66 小儿及斜弱视 垂直分离性偏斜(DVD)合并间歇性外斜视手术的疗效观察 林珊 武汉普瑞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67 小儿及斜弱视 125例超低出生体重儿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相关因素分析 俞雪婷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杭州院区

第二批 PO-0668 小儿及斜弱视  中间带移位术治疗婴儿眼球震颤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陈珺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第二批 PO-0669 小儿及斜弱视 垂直肌部分后徙术治疗小度数垂直斜视 韩爱军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70 小儿及斜弱视 穴位刺激提高弱视大鼠视力及视皮层突触形态和功能 张秀艳 山东中医药大学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0671 小儿及斜弱视 眼轴长度与共同性外斜视手术量设计相关性探讨 周远香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72 小儿及斜弱视 虹膜拉钩在儿童小瞳孔玻璃体视网膜脱离中的应用 付培燕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673 小儿及斜弱视 关于新型睫状前血管分离器械及其操作技巧的研究（附录像展示） 潘美华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674 小儿及斜弱视 儿童视乳头炎 齐冬梅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675 小儿及斜弱视 改良Yokoyama术治疗高度近视限制性内下斜视的疗效 涂艳琼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第二批 PO-0676 小儿及斜弱视 短暂剥夺条件下初级视皮层稳态可塑性变化及机制研究 郭雅图 天津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77 小儿及斜弱视
Combined primary infratarsal lower eyelid retractor lysis and bilateral
inferior rectus muscle recession for congenital fibrosis of the extraocular
muscles type 1.

蒋晶晶 北京儿童医院

第二批 PO-0678 小儿及斜弱视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of primary inferior oblique  overaction 李自圆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第二批 PO-0679 小儿及斜弱视 伴有ROBO3突变的水平注视麻痹和进行性脊柱侧弯的临床特征 陈延旭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第二批 PO-0680 小儿及斜弱视 急性共同性内斜视的临床特征和疗效分析 董茜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眼科

第二批 PO-0681 小儿及斜弱视 低龄儿童间歇性外斜视手术时机及术后疗效观察 邢咏新 西安市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0682 小儿及斜弱视 上斜肌折叠手术治疗的临床疗效观察 杨积文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沈阳爱尔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683 小儿及斜弱视 下斜肌减弱术近期对客观旋转斜视度影响的临床观察 韩惠芳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84 小儿及斜弱视 双眼不同注视偏好手术矫正非对称DVD的疗效观察 丁娟 天津市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0685 小儿及斜弱视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binocular visual suppression in intermittent
exotropia patients monitored by eye track device

蔡晓晓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686 小儿及斜弱视 	蠕形螨感染所致儿童睑板腺功能障碍的临床治疗观察 邢咏新 西安市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0687 小儿及斜弱视 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镜所致偏心的临床分析 陈春梅 重庆爱尔麦格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88 小儿及斜弱视 “爆米花”样改变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中的自然演变特点及临床意义的研究 倪颖勤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二批 PO-0689 小儿及斜弱视 V型外斜视术后V征及眼球客观旋转状态的改变 汤兆强 山西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90 小儿及斜弱视 上直肌移位术（SRT）治疗外展神经麻痹的疗效分析 谢仁艺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691 小儿及斜弱视 改良的Yokoyama术治疗高度近视合并固定性内下斜视的临床观察 杨隆艳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0692 小儿及斜弱视 IOL MASTER结合验光结果在判断晶状体发育异常中的作用 余涛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西南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93 小儿及斜弱视 反向Knapp手术治疗下直肌功能不足引起的垂直斜视的长期疗效观察 陈园园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694 小儿及斜弱视 分开不足患者治疗前后水平扫视速度特点的研究 薛彩虹 天津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695 小儿及斜弱视 C57BL/6单眼剥夺小鼠行为学研究 丁艺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二批 PO-0696 小儿及斜弱视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paired default mode network subregions in
congenital strabismus

石文卿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697 小儿及斜弱视
Differences in  gene expressions between inferior oblique muscle
overaction and normal inferior oblique muscle

邱璇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698 小儿及斜弱视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isual quality after horizontal strabismus surgery 苏婷 厦门大学眼科研究所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0699 小儿及斜弱视 两种不同术式矫正Knapp Ⅲ型上斜肌麻痹的比较 侯立杰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浙江省眼科
医院

第二批 PO-0700 眼视光学
Implantable collamer lens surgery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iris and/or ciliary
body cysts

李臻 乐山市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701 眼视光学 验光试镜片摆放位置对屈光手术术前检查中高度近视患者的影响 毕森 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02 眼视光学 改良综合验光系统的研制与初步应用 王瑞卿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703 眼视光学
Study of retina and choroid biological parameters of rhesus monkeys eyes
after scleral cross-linking by riboflavin and blue light

李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二批 PO-0704 眼视光学 不同程度近视患者脉络膜厚度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谭倩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第二批 PO-0705 眼视光学 准分子激光手术（LASEK）术后客观视觉质量的临床观察 鲁元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第二批 PO-0706 眼视光学 FS-LASIK联合胶原交联术早期眼压和角膜生物力学变化 李福生 北京茗视光眼科诊所

第二批 PO-0707 眼视光学 后巩膜收缩术治疗病理性近视的临床研究 王秀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08 眼视光学 Trans PRK联合SPT技术治疗高度近视的早期临床效果 龙克利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青岛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09 眼视光学 SMILE和ICL矫正中低度近视术后角膜前表面、后表面和总角膜高阶相差的变化 李康寯 西安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10 眼视光学 双通道系统评估FS-SBK矫正近视对视觉质量的影响 张静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711 眼视光学
Changes in anterior chamber volume after implantation of posterior
chamber phakic intraocular lens in high myopia

朱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712 眼视光学 暗室验光与亮室验光结果差异的对比观察 王小亮 西安爱尔古城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0713 眼视光学 全激光TransPRK与F-LASIK治疗近视散光的对比研究 付明山 运城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14 眼视光学 高度近视眼SMILE和FLEx术后角膜后表面 形态变化的比较研究 徐丽娜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0715 眼视光学 中央孔型ICL V4c矫治青少年高度近视的临床效果及安全评估 于春晶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716 眼视光学
Comparison of Optical Quality after Posterior Chamber Phakic Intraocular
Lens with a Central Hole (V4c implantable collamer lens) Implantation
under Different Lighting Conditions

何恬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717 眼视光学
Analysis of related factors of retinal imaging quality in healthy Chinese
adults in rural areas of northern China

张熙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二批 PO-0718 眼视光学
结合智能脉冲技术的TransPRK手术与传统TransPRK手术治疗近视散光患者的早期
对比研究

张日平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
科中心

第二批 PO-0719 眼视光学 Phaco+IOL植入术围手术期瞳孔的变化 周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720 眼视光学
内蒙古地区蒙古族单纯干眼患者 与类风湿关节炎伴干眼患者的角膜生物力学特征的
探讨

孙亚茹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721 眼视光学 京尼平后巩膜胶原交联对幼兔眼部组织的安全性研究 赵亚芳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第二批 PO-0722 眼视光学 应用SPSS对近视人群眼部生物测量参数的回归分析及模型验证 金楠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23 眼视光学 恒河猴巩膜紫外光-核黄素胶原交联的眼内安全性和长期巩膜力学稳定性研究 孙明甡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二批 PO-0724 眼视光学 飞秒超薄角膜瓣联合Triple-A模式LASIK矫正超高度近视的临床效果评价 李凯 江苏省中医院

第二批 PO-0725 眼视光学 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矫正近视的长期临床观察 陈越兮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第二批 PO-0726 眼视光学 波前像差引导个体化切削与LASIK治疗近视术后患者视觉质量的差异分析 丁香英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0727 眼视光学 保留不同调节张力对远视眼调节与离焦状态的影响 李贤芳 爱尔眼视光研究所

第二批 PO-0728 眼视光学 不同屈光度近视SMIILE术后早期角膜屈光力分布及角膜高阶像差研究 于志强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二批 PO-0729 眼视光学 后房型有晶体眼人工晶体（ICL/TICL）植入术矫正屈光不正的观察研究 万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0730 眼视光学 Pentacam系统与A超测量中央角膜厚度的比较 周玲婕 宁夏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31 眼视光学 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对青少年轻中度近视者调节功能的影响的初步观察 杨吟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732 眼视光学 长期配戴眼镜和短时配戴眼镜对青少年屈光状态影响的对照研究 陈吉春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0733 眼视光学 V4c人工晶体矫正高度近视临床观察 曹时燕 贵州省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734 眼视光学
Can Corneal Crosslinking Technique Stabilize Corneal Shape after
Orthokeratology?  A Proof-of-Concept Study in Rhesus Monkey

廖炽媚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735 眼视光学 关于OK镜配戴过程中镜盒葡萄球菌与假单胞菌污染情况研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王星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二批 PO-0736 眼视光学 光学生物测量仪SW-9000与IOL-Master测量 青少年眼球生物学参数的比较分析 杨晓艳 天津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37 眼视光学
GJD2基因mRNA水平与其编码蛋白Cx36含量在负透镜诱导性近视豚鼠视网膜上的
变化

陈冰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二批 PO-0738 眼视光学 影响Topolyzer检查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 刘畅 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39 眼视光学
视网膜色素变性合并白内障手术疗效观察观察常规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联合人IOL
植入术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RP）合并白内障的效果。

王进达 北京同仁医

第二批 PO-0740 眼视光学
The risk factors of trabecular-iris contact and its impact on intraocular
pressure after implantable collamer lens implantation

李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同仁
眼科中心，北京市眼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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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0741 眼视光学 SMILE与FS-LASIK术后5年临床疗效对比研究 李美燕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二批 PO-0742 眼视光学 iPad屏幕蓝光对人黄斑色素密度影响及滤蓝光镜 的防护作用的研究 胡兰 辽宁何氏医学院沈阳何氏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43 眼视光学 去瓣LASEK手术治疗高度近视术后视觉质量问卷调查研究 张华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原：石家庄市人民医
院）

第二批 PO-0744 眼视光学 高度近视SMILE手术角膜前后表面的形态变化 赵旸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第二批 PO-0745 眼视光学 Epibulbar Osseous Choristoma in the Lateral Rectus 孔繁学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0746 眼视光学 屈光参差单眼配戴角膜塑形镜眼轴变化与主导眼的关系 张慧 天津眼科医院视光学中心

第二批 PO-0747 眼视光学
评估配戴不同下加光度数的缓解疲劳镜片对于缓解早老花及调节不足患者近距离用
眼疲劳感的研究

苑书怡 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

第二批 PO-0748 眼视光学 不同边切角度飞秒激光LASIK术后上皮内生观察研究 孙西宇 西安市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0749 眼视光学
Compliance and hygiene practice of RGP fitting among optometrists and
technician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China

胡晓珺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750 眼视光学 SMILE 与 Trans－PＲK 手术矫正近视对角膜前表面像差的影响 谭维娜 汉口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51 眼视光学 角膜偏小患者的ICL尺寸选择调整研究 陈茜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汉口医院

第二批 PO-0752 眼视光学 角膜塑形镜对角膜知觉以及角膜神经纤维的影响 高倩 爱尔眼科集团沈阳爱尔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753 眼视光学 SMLIE手术矫正超高度近视的临床疗效观察 莫静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 成都东区爱尔眼科医
院

第二批 PO-0754 眼视光学
Visual acuity and binocular vision restoration of hyperopic anisometropic
amblyopia

南莉 天津市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0755 眼视光学
Evaluationof Orthokeratology Lenses FittingUsing Combination of K-means
and Least Squares Algorithm

骆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二批 PO-0756 眼视光学 无预注入粘弹剂ICL植入术临床效果观察 刘欣华 深圳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57 眼视光学 单眼视法配戴角膜接触镜矫治老视对立体视功能的影响 买志彬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

第二批 PO-0758 眼视光学 睫状肌麻痹前后医学验光与常规验光的比较分析 唐秀侠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

第二批 PO-0759 眼视光学 Contoura vision治疗超高度近视疗效观察 林文 福州东南眼科医院（金山新院）

第二批 PO-0760 眼视光学 影响SMILE术后眼压变化的相关因素分析 夏丽坤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第二批 PO-0761 眼视光学 飞秒激光辅助的LASIK术后不同区域的角膜形态变化规律研究 包芳军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762 眼视光学 卡洞法、手指法与worth4点法检查主导眼的临床对比 石冰洁 石家庄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63 眼视光学 圆锥角膜检影临床表现分析 屠永芳 安阳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64 眼视光学 初发近视儿童非睫状肌麻痹主觉验光的准确性研究 蒋玲玲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765 眼视光学 0.5Hz与20Hz闪烁光在不同单色光条件下对豚鼠屈光发育的影响 田甜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二批 PO-0766 眼视光学 不同光学矫正方式对近视儿童视觉质量的影响研究 丁程璐 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767 眼视光学 FS-LASIK术后角膜继发性变形的比较研究 王俊杰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768 眼视光学
研究Angio-前节OCT及UBM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观察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术后的
结果分析

张焱 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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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0769 眼视光学 飞秒激光辅助制瓣LASIK治疗近视散光眼手术前后角膜生物力学变化研究 季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70 眼视光学 飞激光角膜基质内切割矫治老视术后视觉质量评价 季鹏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71 眼视光学 利用蔡司全飞秒Circle程序治疗Smile术后角膜上皮植入1例 刘延东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72 眼视光学
Changes of motion in depth perception and static stereopsis in patients
with intermittent exotropia during the strabotomy

陈晓航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二批 PO-0773 眼视光学 云夹干预不良用眼行为习惯的有效性研究 曹映品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第二批 PO-0774 眼视光学 FS-LASIK联合胶原交联矫正近视的早期临床疗效观察 方学军 沈阳爱尔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775 眼视光学  VERION数字导航系统辅助TICL晶体植入与传统裂隙灯标记方法的对比研究 佘春燕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76 眼视光学 SPT智能脉冲模式下T-PRK矫正中低度薄角膜近视的临床效果 江霞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77 眼视光学 白内障术后中高度散光眼不同治疗方案的疗效分析 赵燕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第二批 PO-0778 眼视光学 强光干预豚鼠形觉剥夺性近视研究 张罗丽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二批 PO-0779 眼视光学 中青年人眼高阶像差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冯晓玲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二批 PO-0780 眼视光学 全飞秒激光术后角膜微透镜残留全的临床观察 王卫群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781 眼视光学 石家庄市6-12岁学龄儿童屈光状态与屈光参数的关系研究 翟英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0782 眼视光学 Lenstar 900与Sirius眼前节分析仪进行眼前节生物测量的临床研究 王世明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宁波爱尔光明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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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0783 眼视光学 交联材料用于后巩膜收缩术治疗高度近视黄斑劈裂的临床研究 吴玥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784 眼视光学
Clinical Evaluation on Meibomian Gland Dysfunction by a Double-pass
Optical Quality Analysis Device

马佳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第二批 PO-0785 眼视光学 对比不同矫正方式对屈光参差伴老视患者的临床疗效 刘梦颖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二批 PO-0786 眼视光学 ICL手术对双眼屈光参差患者视功能重建的探讨 杜浩 爱尔眼科集团重庆爱尔麦格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87 眼视光学 近视患者长期配戴角膜塑形镜后双眼视功能变化情况 宋雨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二批 PO-0788 眼视光学
 Corneal Configurations and High Order Aberrations in Primary Congenital
Glaucoma

胡音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789 眼视光学 泪液质量对夜戴型角膜塑形短期效果影响的临床观察 马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二批 PO-0790 眼视光学 不用粘弹剂ICL（V4c）植入术的临床观察 蒋林志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791 眼视光学 后巩膜加固术治疗病理性近视并发症的短期疗效观察 吕莎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第二批 PO-0792 眼视光学 抗疲劳镜片对于缓解早老花患者视疲劳症状的有效性分析 张梦妲 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

第二批 PO-0793 眼视光学 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ICL)植入术中角膜散光的处理 邓妮妮 桂林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94 眼视光学 中老年渐进多焦点镜片对视觉效果及舒适度的影响 刘春燕 天津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95 眼视光学 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镜后角膜厚度及内皮细胞观察 刘杨 天津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96 眼视光学 回顾性分析低度近视是否戴镜对近视进展的影响 李远鸿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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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0797 眼视光学 一例RK、IK、EK术后白内障人工晶体度数意外的处理和思考 刘慧 成都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798 眼视光学 一种老视验配新方法：云夹辅助下老视验配准确性的研究 周典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第二批 PO-0799 眼视光学 单眼屈光术后对侧眼屈光度及视功能变化观察 李萍 爱尔眼科集团重庆爱尔麦格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00 眼视光学 采用双通道系统评估FS-SBK矫正近视对视觉质量的影响 张静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801 眼视光学 不同近视度数佩戴角膜塑形镜后近视度数变化差异对比的临床观察 李剑华 广州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02 眼视光学 观察屈光参差儿童配戴角膜塑形镜的临床效果 金婉卿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803 眼视光学 跨上皮快速角膜交联联合中央孔型ICL治疗圆锥角膜的初步探讨 姚佩君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二批 PO-0804 眼视光学 level of compliance in orthokeratology 姜珺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805 眼视光学 动态光源对豚鼠近视眼模型的作用 赵峰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806 眼视光学
基于双通道技术的视觉质量分析系统对正常眼、顿挫型圆锥角膜与圆锥角膜的视觉
质量评价

陈雍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807 眼视光学 初级眼保健体系下的视光技术人才快速培养模式 姜莲莲 何氏眼科医院附属视光中心

第二批 PO-0808 眼视光学 Smile术中不同手术切口位置对角膜高阶像差的影响 陈开建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二批 PO-0809 眼视光学 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在中低度近视矫正中的早期临床观察 周奇志 重庆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10 眼视光学 “病例分析演练法”在视光师培训中的应用 袁明珍 沈阳何氏眼科视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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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0811 眼视光学 低度近视眼的屈光矫正策略 王晓瑛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二批 PO-0812 眼视光学 调节功能失调的诊断与处理 陈莉 铁岭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13 眼视光学 术前干眼对SMILE术后视力恢复和视觉质量的影响 许烨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二批 PO-0814 眼视光学 新型生物测量仪Pentacam AXL与OA-2000测量眼球生物学参数的比较 张乔悦 温州医科大学

第二批 PO-0815 眼视光学 应用角膜光密度方法对TPRK术后轻度HAZE患者的定量评估 孙璐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816 眼视光学
Is Orthokeratology effective on controlling myopia of school-aged
Children?

胡媛媛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17 眼视光学
Punctiform Keratopathy: Bilateral uniformly diffuse punctate corneal
opacities in workers of a BCMP manufacturing plant

周浩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二批 PO-0818 眼视光学 飞秒激光小切口基质透镜取出术后早期前房形态的变化 裴舒蕾 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819 眼视光学
Effects of a novel multifocal soft contact lens on peripheral refraction of
myopic eyes during distant and near target vision

林亮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820 眼视光学 学龄期儿童身高与屈光发育的相关分析 陈嘉玮 瑞安市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821 眼视光学 角膜切开术联合巩膜隧道切口治疗穿透性角膜移植术后高散光的疗效观察 顾正宇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822 眼视光学
中国年轻成人眼部生物学参数的分布及与屈光度的相关性——安阳大学生眼病研究
（AUSES）

孙芸芸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二批 PO-0823 眼视光学 The amblyopic eye is still “lazy” in clinically treated amblyopia 赵武校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824 眼视光学
Intermittent Exotropia Treatment with Dichoptic Visual Training using a
Unique Virtual Reality Platform

李雪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0825 眼视光学 抑制眼调节在单色光诱导豚鼠眼屈光发育中的作用研究 钱一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0826 眼视光学 角膜塑形镜对不同近视度数青少年近视眼角膜上皮厚度和形态的改变 张玲敏 温州医科大学

第二批 PO-0827 眼视光学 角膜波面像差引导下的LASIK手术治疗近视 合并中高度散光 韩彩娟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第二批 PO-0828 眼视光学 云夹干预不良用眼行为习惯的有效性评价 温龙波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第二批 PO-0829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青年女性单眼反复玻血伴高眼压1例 褚利群 北京世纪坛医院

第二批 PO-0830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Regulatory roles of rno-miR-30b-5p in the expressions of IL-10 and TLR4 in
rats with experimental autoimmune uveitis

殷学伟 山东中医药大学

第二批 PO-0831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诱导Th1/Th17型T细胞应答对白塞病眼受累致盲动物模型的影响 王玲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832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急性视网膜坏死综合征的治疗方法及疗效分析 祁媛媛 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833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Vogt-小柳原田综合征的多光谱成像分析 黄果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第二批 PO-0834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IL-35表达水平的下降与VKH综合征的发病有关 胡健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0835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溴化结构域抑制剂JQ1对脉络膜黑色素瘤细胞增殖作用机制的研究 张晓楠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0836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以特发性葡萄膜渗漏综合征为首发的干燥综合征 陈春丽 东营胜利油田中心医院

第二批 PO-0837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雷帕霉素在糖尿病小鼠血－视网膜屏障早期损伤中的作用 周艳丹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二批 PO-0838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不同类型局灶性脉络膜凹陷的临床特点 王富彬 上海普瑞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0839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无脉络膜症的多模式影像特点 王富彬 上海普瑞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40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霉酚酸酯治疗特发性视神经炎疗效观察 由彩云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第二批 PO-0841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通过肠道微生物移植探讨白塞病人肠道微生物对小鼠诱导葡萄膜炎模型的影响及其
作用机制的研究

王青锋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0842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颜面部丹毒并发后巩膜炎一例 吴静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二批 PO-0843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Application of TOFA in an Ovalbumin-Induced Allergic Conjunctivitis Model 李英琦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844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视网膜下蠕虫感染一例 陶醉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845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Alkali burn injury promotes the imbalanced activation of NLRP3/NLRP6
dependent on the TLR4-MyD88 pathway

陈惠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846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The expression of calprotectin and factors in TLR4/NF-κB/MyD88 pathway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acute anterior uveitis

宋国祥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847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PD-1基因多态性与急性前葡萄膜炎的相关性研究 郑美琴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848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病毒性角膜葡萄膜炎的误诊分析 李贵洲 泉州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49 眼免疫学葡萄膜病 强直性脊柱炎相关性葡萄膜炎的危险因素分析 陆培荣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0850 神经眼科学
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 ,macular thickness and macular ganglion cell
complex abnormalities i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lzheimer’s
disease

Chan Suet MUniversity of Malaya

第二批 PO-0851 神经眼科学
Optic neuropathy involvement 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IgG4-related orbit disease

李红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第二批 PO-0852 神经眼科学 白细胞共同抗原相关磷酸酶受体参与视觉可塑性调控的研究 宋鄂 苏州大学附属理想眼科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0853 神经眼科学 SLE合并视神经脊髓炎1例并文献分析 彭立
海口市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
属海口医院

第二批 PO-0854 神经眼科学 冈田酸对视网膜神经元极性的影响 黄婵娟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第二批 PO-0855 神经眼科学 球后麻醉致无光感抢救成功1例及文献回顾 黄艳明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第二批 PO-0856 神经眼科学 特发性视神经周围炎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肖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二批 PO-0857 神经眼科学 首诊为单侧视神经炎的伴有眶尖综合征的肥厚性硬膜炎 马嘉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858 神经眼科学 The Risk Factors for Posttrabeculectomy Bleb Needling Failure 夏翠然 辽宁何氏医学院 何氏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59 神经眼科学 非动脉炎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的病因以及危险因素分析 于荣国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60 神经眼科学 不同类型男性视神经炎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崔卉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第二批 PO-0861 神经眼科学
Meningeal carcinomatosis in a patient with lung adenocarcinoma
consulting the ophthalmologist first: A Case Report

王合雷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0862 神经眼科学 首诊眼科的垂体瘤患者的临床特点。 李东侃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863 神经眼科学 微注射美容致视网膜动脉阻塞合并无症状性脑栓塞3例 王润生 西安市第四医院

第二批 PO-0864 神经眼科学 颈内动脉粥样硬化狭窄患者眼动脉血流动力学观察 雷涛 西安市第四医院

第二批 PO-0865 神经眼科学
内窥镜下经蝶筛径路视神经减压术联合激素、神经生长因子治疗短期外伤性视神经
病变的疗效

余波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866 神经眼科学 2型糖尿病视网膜神经退行性变的临床特点及危险因素 李明娇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0867 神经眼科学 首诊于眼科的颅内压增高症23例临床分析 张贤亮 河南省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868 神经眼科学 一例血管痉挛患者的病例汇报 吕鑫 辽宁何氏医学院 何氏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69 神经眼科学 非动脉炎性视网膜中央动脉栓塞的预后及疗效预测因素 马翔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0870 神经眼科学 T淋巴母细胞白血病视神经浸润伴视网膜中央动静脉阻塞1例 卢迪 延边大学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871 神经眼科学
Visualization of focal thinning of the ganglion cell–inner plexiform layer in
patien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and Alzheimer’s disease

邵毅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872 神经眼科学 MOG抗体相关视神经炎是一类独立的疾病还是NMOSD的一种亚型？ 李晓明 吉林省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873 神经眼科学 CRAO在angio OCT上的影像学特征 李志清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74 神经眼科学 继发于颅脑术后的眼缺血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观察 孙莉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0875 眼科病理 复视为首发症状的胸腺瘤1例病例报道 华闪闪 宁波市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0876 眼科病理
Exploration of potential key pathways and genes in multiple ocular cancers
through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万奇 乐山市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877 眼科病理 6例结膜特殊肿瘤的临床表现和病理特点 林锦镛 天津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78 眼科病理 病理检查对干眼症患者可能有过敏症状的诊断价值 周义霖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第二批 PO-0879 眼科病理 氟尿嘧啶联合干扰素治疗眼部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的临床观察 谢智文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880 眼科病理 眼眶霍奇金淋巴瘤一例 张培培 天津医科大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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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0881 眼科病理 Ki67及Bax在视网膜母细胞瘤中的表达及对预后的影响 彭斌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882 眼科病理 利用Leber先天性黑朦患者来源的诱导多能干细胞构建遗传性视网膜变性疾病模型 李燕萍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眼视光学
与视觉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第二批 PO-0883 眼科病理 4910例眼睑肿物的临床病理分析 王琳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0884 眼科病理 其实电生理很精彩——从视觉生理的病理起源说起 黄厚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

第二批 PO-0885 视觉生理 不同刺激光强在自内障患者功能测试中的临床意义 傅燕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中外合资)

第二批 PO-0886 视觉生理
脂肪间充质干细胞来源的脱细胞基质通过Akt/Erk通路促进视网膜干细胞的增殖和
分化

孙娜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887 视觉生理 PPS/PSeD在视网膜干细胞增殖和分化中的作用 汤志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888 视觉生理 视觉诱发电位检查在评价化学性眼外伤患者视功能的准确性研究 张建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第二批 PO-0889 视觉生理 3D视觉系统辅助下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疗效的初步临床观察 李文生 上海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90 视觉生理 MAIA微视野计散瞳前后检查结果的比较研究 王漫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91 视觉生理 生理性大视杯与早期开角型青光眼的电生理鉴别 王青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眼科

第二批 PO-0892 视觉生理 MfERG在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早、中、晚期 诊断意义的临床研究 李静敏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0893 防盲与流行病学 新疆喀什地区维吾尔族假性囊膜剥脱综合征性白内障临床特征分析 景清荷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二批 PO-0894 防盲与流行病学 Analysis on rabbit eyes biometry results by contact A-scan ultrasound 李岩 天津市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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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0895 防盲与流行病学
The type and thickness of interdigitation zone band in adult Chinese  using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Beijing eye study 2011

邵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二批 PO-0896 防盲与流行病学 加強一带一路国家防盲治盲国际合作   惠福数十亿人民 吴乐正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897 防盲与流行病学 角膜高阶像差在白内障人群中的分布 郭海科 上海和平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898 防盲与流行病学
Socioeconomic disparity in global burden of cataract: an analysis for 2013
with time trends since 1990

楼丽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0899 防盲与流行病学 上海市致盲和视力损伤性眼病防治融合体系的创建和早期精准干预 邹海东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900 防盲与流行病学 糖尿病患者早期视网膜功能的的临床评估 陈国玲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0901 防盲与流行病学 2016年上海市宝山区6-13岁学生屈光不正的患病率调查 李翊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第二批 PO-0902 防盲与流行病学 政府-NGO-医疗机构开展年龄相关性白内障防盲项目的比较研究 郭振 青岛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03 防盲与流行病学 厦门市部分地区学龄前儿童眼病调查报告 潘美华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904 防盲与流行病学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refractive error: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Han and Mongolian elder adults in Inner Mongolia, China

王萌 北京协和医院眼科

第二批 PO-0905 防盲与流行病学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人工智能筛查平台的研发 何月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第二批 PO-0906 防盲与流行病学 山东省鲁南地区眼外伤流行病学特征 房兴峰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907 防盲与流行病学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pterygium: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Han
and Manchu population in Hebei, China

潘周娴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第二批 PO-0908 防盲与流行病学
未联合眼内填充的微创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增生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后玻璃体积血
危险因素分析

高韶晖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立眼科医院  河
南省眼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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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0909 防盲与流行病学 黄河三角洲地区早产儿眼病筛查及随访分析 郑华宾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910 防盲与流行病学 变应性鼻炎合并变应性结膜炎的流行病学 调查及相关性分析 李彤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0911 防盲与流行病学
To Assess the Prevalence and Causes of Childhood Blindness in poyang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邓燕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912 防盲与流行病学 青少年近视防控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中的技巧 高志英 河北省邢台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13 防盲与流行病学 STEER：中国县级医院眼科团队培训项目—国家级试点培训项目 玛依努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二批 PO-0914 防盲与流行病学
Automatic detection of left and right eye based on fundus images using
deep learning

韩晓彤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915 防盲与流行病学 新疆塔城地区青少年屈光情况调查报告 敖芸其其格 新疆塔城地区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916 防盲与流行病学 沈阳市盲校低视力患者助视器应用效果随访观察 刘利敬 沈阳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17 防盲与流行病学 基于SAS软件的临床病历数据清理 左菁菁
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学院

第二批 PO-0918 防盲与流行病学 儿童近视研究中户外时间测量设备的研究进展 叶彬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919 防盲与流行病学 江西省眼科医疗资源与服务现状及对策研究 肖凡 江西省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920 防盲与流行病学 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研制低视力患者报告结局测量工具 黄锦海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0921 防盲与流行病学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myopia among primary students in
Hangzhou, China

赵海岚 浙江省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922 眼科教育 Thelazia callipaeda infection in 3-month-old infant 邵敬芝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0923 眼科教育 屈光性白内障转化下眼科住院医师的思维引导探索 蔡泽淮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第二批 PO-0924 眼科教育 以翼状胬肉切除术为导向探索高质量眼科住院医师操作培训模式 蔡泽淮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第二批 PO-0925 眼科教育 深度神经网络(DNN)在眼科领域应用的发展与思考 李笠 福建省立医院

第二批 PO-0926 眼科教育 眼科摄影经验谈 杨朝忠 菏泽医专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927 眼科教育 UBM在外伤后睫状体离断治疗中的指导意义 辛立娟 大庆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28 眼科教育 眼科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课程设置及应用效果评价 李彩辉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929 眼科教育 论眼科护理中不安全因素及防范要点 马维 成都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30 眼科教育 标准化语述在眼科临床实操中的效果观察 王倩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31 眼科教育 睑板腺囊肿完整摘除与传统切开法之手术对比 王立娇 长春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32 眼科教育 可降解泪小管塞栓应用于中重度ATD患者的疗效观察 王立娇 长春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33 眼科教育 对视网膜血管性疾病患者进行抗VEGF治疗方案宣教对于患者依从性影响的观察 周瑞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第二批 PO-0934 眼科教育 睑板腺形态与功能的新认识 李彦
中南大学  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院 北京爱
尔英智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35 眼科教育 建构主义理论下本科层次眼视光学专业教学内涵建设的策略研究 陈大复 福州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36 眼科教育 硅油填充术出院患者远程护理服务需求及遵医行为调查分析 马晓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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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0937 眼科教育 正确引导病人预期，提升患者满意度 计媛媛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38 眼科教育 浅谈眼科门诊患者投诉原因及防范对策 张佩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39 眼科教育 OSCE模式在眼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 杜勃 山西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40 眼科教育 CDIO标准8-主动学习法在眼科护士护理文书质量培训中的应用 戴旻晖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第二批 PO-0941 眼科教育 一种在本科生教学中提高眼底镜学习能力的眼部模型的建立及其有效性的评估 吴婵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第二批 PO-0942 眼科教育
Learn from Ophthalmology Organizations in 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of
Medical Students and Residents in American Ophthalmology Societies

张馨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第二批 PO-0943 眼科药理学 3%地夸磷索滴眼液在干眼症治疗的应用 陈秀洋 重庆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44 眼科药理学 某眼科医院高警示药品管理措施 陈秀洋 重庆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45 眼科药理学 屈光手术前散瞳前后眼压变化的观察对比 赵珈珈 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46 眼科药理学  屈光手术后视疲劳患者用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治疗的疗效分析 赵珈珈 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47 眼科药理学 Tenon囊下持续给药比较静脉给药治疗实验性细菌性眼内炎的病理特征分析 段毅琴 长沙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48 眼科药理学 谈一谈眼部用药注意事项 张巧丽 本溪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第二批 PO-0949 眼科药理学 前列腺素类滴眼液在青光眼疾病治疗中的临床应用分析 陈秀洋 重庆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50 眼科药理学 非甾体类消炎药预防老年白内障患者术后黄斑水肿的研究 颜浩 长沙湘江爱尔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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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0951 眼科药理学 加替沙星眼用凝胶对细菌性结膜炎的疗效观察 刘龙花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中外合资)耒阳分院

第二批 PO-0952 眼科药理学 医院药事管理在临床药学服务中的价值与作用分析 蔡芳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爱尔
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53 眼科药理学 胆芩眼用凝胶的制备及其体外溶蚀性研究 郭俊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山东中医
药大学眼科研究所

第二批 PO-0954 眼科药理学 眼科手术围手术期预防感染用药分析 樊志君
爱尔眼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爱尔眼科
医院

第二批 PO-0955 眼科药理学 普拉洛芬与双氯芬酸钠治疗白内障患者术后炎症的临床对照研究 蔡芳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爱尔
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56 眼科药理学 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术后角膜基质层水肿与激素的相关性 孙际平 常德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57 眼科药理学 重视易混淆药品管理可有效降低药品的差错率 曾宪德 常德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58 眼科药理学 利奈唑胺滴眼液治疗兔细菌性角膜炎的实验研究 苏映雪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0959 眼科药理学 评价聚乙二醇滴眼液治疗白内障术后干眼症的临床效果 沈帮荣 青岛新视界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60 眼科药理学 降糖药联合羟苯磺酸钙胶囊治疗糖尿病性白内障的疗效和安全性研究 沈帮荣 青岛新视界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61 眼科药理学 利妥昔单抗治疗甲状腺相关眼病的系统评价 岳欣欣 辽宁何氏医学院 何氏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62 眼科药理学 秦皮乙素改善小鼠干眼症状及其抗眼表氧化损伤作用机制 张英俊 辽宁何氏医学院 何氏医学院

第二批 PO-0963 眼科药理学 银杏新内酯对蓝光诱导的人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光损伤的抑制作用及分子机制研究 朱雪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第二批 PO-0964 眼科药理学 银杏叶滴丸用提取物抗视网膜光感受器细胞光损伤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王柯 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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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0965 眼科药理学 荧光素钠和吲哚菁绿眼底血管造影药物不良反应的临床观察 张树军 邯郸市眼科医院(邯郸市第三医院)

第二批 PO-0966 眼科药理学 眼科常用抗菌药物对血-眼屏障的穿透性 李善学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67 眼科药理学 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4例不良反应的探讨 刘鹃红 厦门科宏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68 眼科药理学 眼科用活力碘稀释剂的杀菌效力评价 李家琪 襄樊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69 眼科药理学 苯巴比妥作为麻醉前给药在现代眼科手术中必要性的思考 邓克芳 怀化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70 眼科药理学 我院眼科用药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分析 李志金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71 眼科药理学 I类手术切口预防用抗菌药物专项点评及干预对白内障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的影响 曾宪德 常德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72 眼科药理学 熊果酸对OIR氧诱导的视网膜新生血管形成的影响 李冬平 山西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73 眼科药理学 右美托咪定滴鼻镇静在小儿眼科检查中的临床应用 冉贞芳 重庆江北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74 眼科药理学
The synthesized Glucocorticoid-Induced Leucine Zipper peptide (GILZ-p)
inhibits photoreceptor apoptosis and protects retinal function in Light-
Induced Retinal Degeneration model

顾瑞平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二批 PO-0975 眼科药理学 地佐辛用于眼底手术静脉镇痛效果观察 胡莎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76 眼科药理学 氮卓斯汀滴眼液和奥洛他定滴眼液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疗效比较 李雨晴 常德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77 眼科药理学 山西地区眼部革兰阳性球菌的临床感染特点和耐药性分析 康玉国 山西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78 眼科药理学 局部应用氯替泼诺治疗继发于腺病毒性角结膜炎的上皮下浸润的疗效观察 任毅 重庆爱尔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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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0979 眼科药理学 115例荧光素钠注射液不良反应分析 黄莹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批 PO-0980 眼科药理学 2例患者输入甘露醇导致全身强直性僵硬的警示 尹红华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二批 PO-0981 眼科药理学 不同地区民众滴眼液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何梅凤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海
南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82 眼科药理学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ling Vehicle of
Tea Polyphenols for Ophthalmic Delivery System

郭俊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山东中医
药大学眼科研究所

第二批 PO-0983 中医眼科 三七粉中能够抑制早期糖尿病视网膜微血管病变有效成分的实验研究 周伟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第二批 PO-0984 中医眼科 芎芩散治疗湿性黄斑变性的经验总结 王大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第二批 PO-0985 中医眼科 针刺对实验性近视豚鼠巩膜MMP-2及TIMP-2表达影响 田庆梅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86 中医眼科 电针联合曲安奈德治疗甲状腺相关眼病上睑退缩的临床观察 朱丹 湖北省中医院

第二批 PO-0987 中医眼科
Effective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blocking meibomian gland dysfunction
with houttuynia cordata fumigation and meibomian gland massage

朱丹 湖北省中医院

第二批 PO-0988 中医眼科 活血益气养阴法对STZ糖尿病C57小鼠视网膜色素上皮衍生因子(PEDF)表达的影响 李强 成都中医药大学

第二批 PO-0989 中医眼科 不同光源对眼发育的影响及中医干预的研究 王育良 江苏省中医院

第二批 PO-0990 中医眼科 壮医经筋推拿手法预防近视发生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宇翔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991 中医眼科 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睑带状疱疹并角膜炎探讨 李昕 济南市明水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92 中医眼科 谢立科主任用“风药”论治眼病经验探析 李晓宇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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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0993 中医眼科 眼科急重症中中医药的独到之处 李晓宇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94 中医眼科 补肾益气明目方对肾阳虚近视豚鼠眼球屈光度、眼轴长度的影响 郭滨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0995 眼科护理 超声乳化白内障手术配合SOP建立与实施效果评价 和丹 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0996 眼科护理 探讨小儿玻璃体切除联合硅油填充术后俯卧位方法 王贞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997 眼科护理
高血压出院患者采用针对性护理干预能够显著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更好的控制血压
水平。

张超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998 眼科护理 相同护理干预下儿童非接触眼压与回弹式眼压的舒适度评估 殷欣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0999 眼科护理 护理干预减少眼底荧光剂注射后的皮下血肿 殷欣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1000 眼科护理 中老年人干眼症的相关因素分析及健康指导 李雪梅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1001 眼科护理 一种多功能辅助器用于眼底术后强迫体位的研发 周玲玲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眼科

第二批 PO-1002 眼科护理 不同热敷方式配合睑板腺按摩对睑板腺功能障碍的护理效果研究 汪娟 简阳市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1003 眼科护理 急救与抢救意识在眼底荧光血管造影检查中的重要性 高鹤 哈尔滨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04 眼科护理 挫伤性视神经病变视神经减压术患者视功能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王君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1005 眼科护理 临床护理路径下白内障手术患者的护理研究 李新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1006 眼科护理 负面情绪对测量24小时非接触性眼压测量影响分析 谭娜 陆军军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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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1007 眼科护理 1例泪囊炎术后细菌合并真菌性角膜溃疡的护理体会 奚蕾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1008 眼科护理 青光眼术后浅前房的观察与护理 杨俊容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第二批 PO-1009 眼科护理 提高球后视神经炎患者出院后激素用药依从性的临床对比 于文春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1010 眼科护理 45例小儿眼外伤生活质量自评和他评的比较分析 于文春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1011 眼科护理 探讨现代护理服务文化建设在眼科专科医院的做法与效果 毛汝苹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12 眼科护理 飞秒LASIK+角膜胶原交联手术的护理配合 王素华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1013 眼科护理 小儿急性结膜炎病情控制与家属有效沟通的重要性 方珍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武汉爱尔眼科青山门诊
部

第二批 PO-1014 眼科护理 对鼻内窥镜下泪囊鼻腔吻合术术后患者行健康宣教的护理体会 李小菊 爱尔眼科集团衡阳爱尔眼科医院耒阳分院

第二批 PO-1015 眼科护理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急性大发作期的围手术期护理 李欢欢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1016 眼科护理 探讨循证护理在飞秒激光白内障手术患者护理工作中的效果 张丽霞 沈阳爱尔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1017 眼科护理 临床护理路径在眼科白内障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韩杰 上海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18 眼科护理 浅谈心理护理干预在角膜异物剔除术中的应用 严婷 上海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19 眼科护理 眼科医院护理管理 赵靓鸽 青岛新视界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20 眼科护理 护理干预对重度圆锥角膜行角膜移植术后自体血清使用效果的影响 曾蕾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汉口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1021 眼科护理 舒适护理干预对老年性白内障手术患者心理状况及护理质量的影响分析 毛汝苹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22 眼科护理 应用倍诺喜滴眼对白内障术前结膜囊冲洗舒适度的影响 邓文容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二批 PO-1023 眼科护理 延续护理对青光眼患者生活质量影响的纵向研究 徐燕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1024 眼科护理 26例眼科给药错误不良事件分析与对策 张楚华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
科中心

第二批 PO-1025 眼科护理 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内透镜取出术术中并发症的护理 罗玉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026 眼科护理 眼底病病房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危险因素及防护对策 马媛媛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徐州市眼病防
治研究所，徐州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27 眼科护理
应用PDCA质量管理工具对提高监测玻璃体切除术后俯卧位正确率及舒适度的效果
评价

马媛媛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徐州市眼病防
治研究所，徐州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28 眼科护理 眼科护理人员弹性排班管理的调查分析 陈美洲 厦门科宏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29 眼科护理 白内障日间病房运行期间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李丽 济南市明水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30 眼科护理 眼科门诊高峰就诊期间安全管理效果分析及探讨 王艳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

第二批 PO-1031 眼科护理 PDCA循环管理在提高眼科门诊患者满意度中的应用 黄雪莲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
科中心

第二批 PO-1032 眼科护理 紫外光-核黄素角膜胶原交联术治疗27例真菌性角膜溃疡的护理 王振秀 山东省鲁南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33 眼科护理 浅谈眼底病术后特殊体位护理指导 罗芳芹 成都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34 眼科护理 一例玻璃体积血伴血友病的护理体会 黄娟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1035 眼科护理 高眼压症患者的护理 刘林念 合肥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36 眼科护理 眼科手术室的护理时间分配及其影响要素分析 陈洁 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

第二批 PO-1037 眼科护理 视频多媒体宣教方式在眼科优质护理中的应用 陈秋莲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038 眼科护理 人文关怀护理对急症手术眼外伤患者起到的作用分析 陈倩 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

第二批 PO-1039 眼科护理 翼状胬肉术后干眼与针对性护理干预的临床观察 王敏 沈阳爱尔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1040 眼科护理 眼科护理中的风险相关因素分析及防范措施 崔洋洋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徐州市眼病防
治所，徐州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41 眼科护理  圆锥角膜的的角膜地形图分析 傅燕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中外合资)

第二批 PO-1042 眼科护理 开展品管圈活动降低科室备用药品管理缺陷率 翁郑程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1043 眼科护理 玻璃体切除术后高眼压护理 徐靖 徐州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44 眼科护理 全程心理干预在眼球摘除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张怡琳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山东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45 眼科护理 典必殊和百力特在T-PRK术后临床效果的对比观察 周青青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46 眼科护理 延伸护理对角膜移植术后的作用及临床意义 孙秋萍 解放军第四七四医院

第二批 PO-1047 眼科护理 青光眼患者实施延续护理模式后依从性的研究 徐志红 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1048 眼科护理 微视频在眼科患者防跌倒坠床健康宣教中的应用 李娟娟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1049 眼科护理 多媒体健康教育模式在眼科病房中的应用 韦双英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050 眼科护理 眼科手术室护理质量规范化管理的探索与研究 林幼红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051 眼科护理 PDCA循环管理模式在眼科病房降低陪护率的影响 凡荣欢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
科中心

第二批 PO-1052 眼科护理 多部门联动在住院患者跌倒、坠床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赵芳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53 眼科护理 NLP心理干预对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患者的影响分析 洪益荣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1054 眼科护理 非接触广角镜下玻璃体切除手术的护理配合 郭霞金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055 眼科护理 品管圈活动在提高患者移动平台预约率的应用和效果 王爱孙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1056 眼科护理 25 G玻璃体切割术治疗伴有玻璃体积血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的手术配合 连楠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057 眼科护理 多媒体健康宣教模式在医院眼病门诊健康咨询室的应用探讨应用探讨 吴培瑜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1058 眼科护理 延伸护理模式在低视力患者生存质量中的应用效果 翁妤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1059 眼科护理 术前情景模拟训练在飞秒激光近视手术患者中的应用 邓小丽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二批 PO-1060 眼科护理 优质护理服务在白内障日间手术中的应用与成效 王玉娟 安阳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61 眼科护理 不同型号冲洗针头对新生儿泪囊炎泪道冲洗效果的对比研究 黄贞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062 眼科护理 眼眶爆裂性骨折患者的护理进展 李岩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1063 眼科护理 护理干预对急性视神经炎患者恢复的临床效果分析 陈兰芝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沙爱尔
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64 眼科护理 眼内灌注液对白内障术后的影响 李灵 长沙湘江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65 眼科护理 眼科住院患者的护理风险及防范措施 王飞 沈阳爱尔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1066 眼科护理 浅谈患者座谈会在眼科门诊优质护理中的应用 桂勤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67 眼科护理 医院眼科感染危险因素及预防管理措施 陈衡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中外合资)

第二批 PO-1068 眼科护理 25G玻切联合超乳术治疗黄斑前膜的手术护理配合 徐雯
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徐州市眼病防
治研究所，徐州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69 眼科护理 上午11：00门诊流量统计在门诊高峰期监测中的作用研究 郝月军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70 眼科护理 自制信息卡片在老年性白内障手术中听力障碍的应用 黄薇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二批 PO-1071 眼科护理 延伸护理服务对提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依从性影响的临床效果评价 罗芳岚 爱尔眼科集团南昌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72 眼科护理 缺血性视神经病变护理体会 刘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第二批 PO-1073 眼科护理 临床护理路径在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治疗高度近视患者中的应用与效果评价 张明琴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074 眼科护理 人文关怀对患者俯卧位依从性的调查与分析 张明琴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075 眼科护理  飞秒激光辅助的角膜内皮移植术围手术期的心理护理干预 林娜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076 眼科护理 延伸护理显著提高青光眼手术患者依从性和满意度 杜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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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1077 眼科护理 构建日间手术预约工作新模式缩短日间患者在院时间 徐素梅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1078 眼科护理 细节护理在手术室护理服务中的应用 丁雨雨 普瑞眼科集团山东亮康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79 眼科护理 健康教育处方在眼科疾病患者中的应用 徐秀娟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1080 眼科护理 眼科患者焦虑情绪护理干预论文 王男男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1081 眼科护理 飞秒激光白内障手术的护理配合体会 匡少华 爱尔眼科集团衡阳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82 眼科护理 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联合三焦点人工晶状体植入术的疗效观察及护理 许政文 上海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83 眼科护理 品管圈在眼科手术中提升患者接送成功率的运用 赵敏锐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第二批 PO-1084 眼科护理 眼科医院消毒供应室护理人员职业暴露的危险因素分析 沈海玲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1085 眼科护理 32例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治疗高度近视的护理 李娟 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第二批 PO-1086 眼科护理 玻璃体腔注射康柏西普治疗黄斑变性的护理 王彩虹 海南省海口市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1087 眼科护理 Ritleng人工泪管置入治疗Ⅰ期外伤性泪小管断裂的手术配合 杨晓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二批 PO-1088 眼科护理 眼科日间手术患者一站式服务流程改进成效 肖思瑜 深圳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89 眼科护理 运用QCC手法降低眼科手术显微器械的报损率 朱玲玲 理想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90 眼科护理 情景模拟与案例分析在眼科门诊急救演练中的应用 李嫣然 解放军第一八零医院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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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1091 眼科护理 准分子激光上皮瓣下角膜磨镶术治疗远视的疗效观察 李丽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中外合资)

第二批 PO-1092 眼科护理 眼科中心供应室与手术室贵重器械交接质量管理 万久维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093 眼科护理 儿童眼外伤的致伤原因及护理 林小兰 解放军第一八零医院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94 眼科护理 儿童外伤性感染性眼内炎患者的精准护理 杨路勇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95 眼科护理 角膜绷带镜在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角膜缘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中的应用 苏萍萍 解放军第一八零医院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96 眼科护理 日间病房模式临床路径在白内障诊疗中的应用 栗莉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1097 眼科护理 护理安全在眼科护理中的应用探讨 宋妍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1098 眼科护理 如何正确指导玻切患者术后体位的重要性 姚黎 厦门科宏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099 眼科护理 荧光素钠眼底造影不良反应的观察与护理 王攀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1100 眼科护理 自护模式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应用的调查与分析 刘欢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第二批 PO-1101 眼科护理 中西医结合护理在老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低视力患者中应用及效果观察 罗妮娜 天津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02 眼科护理 基于Pender模式的家庭随访在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中的应用研究 雷丹丹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1103 眼科护理 医护联合查房对提升患者就医获得感在眼科临床护理中的应用 黄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1104 眼科护理 睑板腺功能障碍疏通术治疗干眼症的围手术期护理 丁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批次 论文编号 类别 题目 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第二批 PO-1105 眼科护理 人工晶体安全核查的关键点 周迪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1106 眼科护理 循证护理在糖尿病性白内障超声乳化术前散瞳中的应用 胡兵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07 眼科护理 开展品管圈活动缩短眼科全麻患儿的术后禁食/禁饮时间 周师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108 眼科护理 基于排队论的眼科门诊就诊前的工作流程重组 陈欢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1109 眼科护理 绷带型角膜接触镜明显降低翼状胬肉切除联合自体结膜移植 患者术后疼痛 程子青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汉口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10 眼科护理 200例急诊眼外伤患儿的致伤原因分析及预防措施 王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二批 PO-1111 眼科护理 影响眼科护理质量的因素分析与对策 范玲玲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中外合资)

第二批 PO-1112 眼科护理 随访干预对葡萄膜炎病人出院后激素药服用依从性的影响 何文婷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第二批 PO-1113 眼科护理 基于LIS系统的眼科门诊静脉采血护理标准操作程序的建立与应用 黄思建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114 眼科护理 视网膜再脱离患者围手术期焦虑的护理干预及效果 韩霞君 深圳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15 眼科护理 精细化延续性护理应用于葡萄膜炎患者的效果分析 程芳芳
深圳市眼科医院，深圳市眼科学重点实验
室，暨南大学附属深圳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16 眼科护理 眼药水标签使用在眼科患者和医务人员中的应用 田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1117 眼科护理 鼻毛修剪器用于鼻內窥镜下泪囊鼻腔吻合术前备皮 梁小春 衡阳爱尔眼科医院(耒阳分院）

第二批 PO-1118 眼科护理 复方樟柳碱太阳穴位注射联合中西医治疗眼肌麻痹的疗效观察 刘亚妮 山西省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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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1119 眼科护理 聚焦解决护理模式在白内障日间手术患者健康教育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宋碧英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二批 PO-1120 眼科护理 甲状腺相关眼病病人健康行为水平调查及护理干预 苏君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第二批 PO-1121 眼科护理 优化脉冲光治疗睑板腺功能障碍的护理体会 黄丽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122 眼科护理 微格教学模式在日间白内障手术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及效果评价 江文静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1123 眼科护理 出院患者复诊管理在改善眼科患者就医体验的效果观察 段宏莉 南京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24 眼科护理 探讨青少年验配角膜塑形镜前沟通的重要性 杨川会 重庆爱尔麦格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25 眼科护理 改良式眼位训练法在白内障手术中的应用 游海玲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

第二批 PO-1126 眼科护理 改良临床护理路径在经鼻内窥镜下鼻腔泪囊造口联合支架植入术围手术期的运用 何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1127 眼科护理 强脉冲光联合物理疗法治疗睑板腺功能障碍性干眼患者的 效果及护理体会 夏莹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汉口医院

第二批 PO-1128 眼科护理 后弹力层撕除自动取材角膜内皮移植术患者围手术期护理 张瑞娟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
科中心

第二批 PO-1129 眼科护理 JCI标准下眼科手术室管理实践与体会 许素惠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1130 眼科护理 一例ABICtm治疗开角型青光眼手术护理配合 蔡海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1131 眼科护理 超声乳化人工晶体及前段玻切治疗先天性白内障的手术配合 戚水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132 眼科护理 护理干预对青少年唤醒麻醉下行斜视矫正手术的影响 蔡海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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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1133 眼科护理 体位观察记录表对玻璃体切除术患者特殊体位依从性的影响 郭军芳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34 眼科护理 糖尿病肾病透析患者行玻璃体切除术围手术期护理干预 郭军芳 河北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35 眼科护理 预住院模式在微创玻璃体手术中的应用 吴荣瀚
温州医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浙江省眼视光
医院

第二批 PO-1136 眼科护理 FLACS术中PI操作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 喻娟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二批 PO-1137 眼科护理 论人工晶体有效核对流程重要性 万久维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138 眼科护理 家庭支持对视功能损害生活质量的影响—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章莉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139 眼科护理 闭环管理在提高患者复诊率中的应用 吕鑫 辽宁何氏医学院 何氏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40 眼科护理 白内障行日间手术患者的心理干预与健康指导 傅小毅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二批 PO-1141 眼科护理 JCI标准下眼科手术室药品管理实践探索 章莉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1142 眼科护理 眼科无菌物品供应的信息化质量追溯探讨和研究 张津 山东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43 眼科护理 518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进行会员管理的经验分享 龙柳君 武汉艾格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44 眼科护理 眼球破裂伤的护理 凡荣欢
汕头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联合汕头国际眼
科中心

第二批 PO-1145 眼科护理 健康宣教对大龄儿童及青少年屈光参差性弱视治疗效果的影响 陈天瑶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武汉爱尔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46 眼科护理 运用PDCA降低辅助检查报告单缺失率持续改进 冯娜 河北省眼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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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1147 眼科护理 眼科特色专科护理安全管理的经验及体会 颜叶超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暨同济大学附属第
十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1148 基础医学 USP22在视网膜母细胞瘤中的表达及意义的实验研究 周丹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1149 基础医学 基因治疗逆转视网膜色素变性小鼠模型中的小胶质细胞的活化 张丽娟 山西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50 基础医学 人Y-79视网膜母细胞瘤细胞向光感受器样细胞分化诱导条件的研究 庄淼 无锡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1151 基础医学 Mer缺失导致视网膜退行病变的分子机制及相关干预研究 张敬学 北京市眼科研究所

第二批 PO-1152 基础医学 脉络膜T-PA在豚鼠眼球正视化过程中表达的变化 李国平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53 基础医学 双调蛋白抗体治疗轴性近视的豚鼠模型研究 董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第二批 PO-1154 基础医学 构建Endostatin高表达内皮祖细胞株对于细胞活性的影响 艾静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155 基础医学
A C to U editing short blunt-ended double strand RNA dissociates FoF1-
ATP synthase dimers through binding ATP5A

罗月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1156 基础医学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complement factor C3, C4 in patients with
diabetic retinopathy

杨明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二批 PO-1157 基础医学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Analysis Identifies Potential Biomarkers Associated
with Patho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Uveal Melanoma

聂聪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158 基础医学 铁对蜡样芽胞杆菌生长能力及细胞毒性作用的影响 郑美琴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第二批 PO-1159 基础医学 刺盘孢霉性角膜炎的临床特征和病原学特点 鹿秀海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山东省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60 基础医学 筛选人视乳头旁区巩膜成纤维细胞的力学敏感基因及其功能研究 钱韶红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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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1161 基础医学
间充质干细胞外泌体对蓝光损伤人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及激光诱导大鼠脉络膜新生
血管VEGF-A表达影响的研究

陈松 天津市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62 基础医学
GSK3β/TGFβ抑制剂联合视黄酸（RA）促进人胚胎干细胞向角膜内皮前体细胞分
化

李文静 青岛眼科医院山东省眼科研究所

第二批 PO-1163 基础医学 丁基苯酞保护视网膜Müller细胞免受氧化应激损伤的作用研究 邢小丽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64 基础医学 激活多巴胺D2受体调控大鼠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兴奋性 尹宁 复旦大学

第二批 PO-1165 基础医学
Analyses of mRNA and lncRNA expression profile in blue light exposure-
induced retinal ganglion cell death in vitro

袁莉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1166 基础医学 可降解视网膜膜片的生物特异性研究 李凯婧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167 基础医学
Knockdown of Fibromodulin Inhibits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of RPE Cell
via the VEGFR2-AKT Pathway

李姗姗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第二批 PO-1168 基础医学 多巴胺及其相关因子在豚鼠离焦性近视模型中的表达变化 刘望原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第二批 PO-1169 基础医学 微小RNA-191慢病毒过表达载体的构建及其对小鼠视网膜新生血管生成的抑制研究 刘勃实 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70 基础医学
Genotype-ocular biometry 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Eight Primary angle
closure glaucoma susceptibility loci in a Cohort from Northern China

王少林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眼科医院

第二批 PO-1171 基础医学 Fidgetin-like 2 siRNA对大鼠视神经损伤后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凋亡的抑制作用 韩卫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二批 PO-1172 基础医学
A novel Tear film analytical method based on surface 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张丽颖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第二批 PO-1173 基础医学 新型多肽水凝胶在脉络膜黑色素瘤治疗中应用的研究 刘玉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第二批 PO-1174 基础医学 389名家族性渗出性玻璃体视网膜病变患者致病基因检测及表型分析 李家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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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PO-1175 基础医学
Transcorne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Inhibits Retinal Microglial Activation and
Enhances Retinal Ganglion Cell Survival after Acute Ocular Hypertensive
Injury

傅林 WENZHOU EYE HOSPITAL

第二批 PO-1176 基础医学
Glucocorticoid responses in trabecular meshwork in Sprague-Dawley rats
treated with tropic  dexamethasone

张恩东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第二批 PO-1177 基础医学
Remote ischemia conditioning protects diabetic retinopathy in
streptozotocin-induced diabetic rats via anti-inflammation and
antioxidation

张旭乡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第二批 PO-1178 基础医学 眼对负载司氟沙星-PLGA-TPGS纳米悬液生物利用度的实验研究 杨成明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人民医院

第二批 PO-1179 基础医学 CARD11在黄斑变性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杨凤梅
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学院

第二批 PO-1180 基础医学
Protective effect of carbachol on hypoxia/high pressure-induced injury in
human trabecular meshwork cells

樊攀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第二批 PO-1181 基础医学 CD11b负调控MyD88-TRIF信号在RGC-Muller神经胶质单元退变中的作用机制 林森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第二批 PO-1182 基础医学
Explor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via
Bioinformatics Methods

邱庆华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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