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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德国品质带给您完美的视觉！
 我们坚信清晰的视觉才是最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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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荣幸地欢迎您来到德视佳眼科诊所 (EuroEyes)！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的成立掀开了EuroEyes集团业务

发展的新篇章，也标志着我们实现了长期规划的关键

一步—将EuroEyes的专业安全、技术精湛的眼科手术

业务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享受

到最高品质的德国眼科激光手术诊疗服务。

德视佳眼科(EuroEyes)经过20年的发展，已成为德国连锁

高端眼科手术中心。在带领其发展的过程中，我倾注了

毕生的热情。致力于以专业技术去改善人们的视觉质量，

并以此作为我毕生奋斗的事业。自1986年获得眼科医师

资格后，我一直不断探索眼科激光手术新技术，提升自我

专业水准。能够与全球范围内眼科手术领域众多顶尖专家

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他们极大地鼓舞了我，使我更加明确

目标—将“德视佳眼科 (EuroEyes)”发展为欧洲、中国

乃至全球最大的高品质眼科激光手术中心，将德视佳眼科

(EuroEyes)打造为国际化的高品质眼科手术服务品牌。

EuroEyes传承了优良的德国传统，它向人们承诺了技术

精湛、安全可靠。作为一名眼科手术医生，我禀持“竭尽

全力、做到极致”这一理念，并将这种精神作为企业文化的

德视佳眼科(EuroEyes)欢迎您！
全球眼科翘楚，卓越源自专业

精髓始终贯穿于EuroEyes，引领着德视佳眼科 (EuroEyes)
医学团队不断进取。多年以来，我们勇于挑战疑难杂症，不断

寻找最新的治疗方法、开拓新技术，严格把握国际最高质量

和安全标准，一直采用最先进的安全医疗技术，以确保为

我们所有患者提供绝对优质的眼科医疗服务。

迄今为止，我们已成功实施30多万例眼科激光手术。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安全可靠，技术精湛！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绝对值得信赖的品牌！

2012年，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德视佳眼科 (EuroEyes)
成功迎来了进驻中国、服务中国的激动人心的机会。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承诺给您一个没有框架眼镜和隐性

眼镜的未来！

Jørn S. Jørgensen博士

医学博士，德视佳眼科 (EuroEyes)创始人



德视佳眼科(EuroEyes)引以为豪—我们的

多位专家，均为引领国际眼科医学发展的

著名学者。这些来自德国，经验丰富的眼科

手术专家们，掌握着世界一流、最先进、

最安全的眼科激光手术技术。

德国品质，精英团队
德视佳眼科(EuroEyes)，来自德国的眼科专业医疗机构

位于上海陆家嘴金融区金茂大厦

德国专业，眼科翘楚

由欧洲最好的眼外科

医生组成

卓越经验，安全保障

20年的成功运营经验

30多万个成功手术案例

全球创新，巅峰科技

成果卓著

引领行业发展

Jørn S. Jørgensen
医学博士

Johan Poulsen - Lønsmann
眼科医疗主任

Mathias Fleischer
眼科专家



专业医疗，个性化诊疗方案
我们的治疗方案，将为您开启清晰的视界

高度近视患者一般近视患者 老花眼患者 老年性白内障患者

在中国，许多人患有 10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需要进行

特殊治疗。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的解决方案就是为患者实施人工

晶体植入术 (ICL)，满足高度近视患者的摘镜需求。

详细内容请见第 12页

如果您是45岁以上人群，在没有框架眼镜或者隐形眼镜

协助的情况下，就无法看到近处和远方的物体。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建议您进行我们的多焦点人工晶体

置换术(PreLEX)，彻底解决老花视力问题。

详细内容请见第 14页

白内障是一种眼球晶状体浑浊症状，是65岁以上人群视力

丧失的首要原因。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采取微创白内障摘除手术(eeCataract 
Extraction)并植入优质人工晶体，彻底解决老年性白内障

视力问题。

详细内容请见第 16页

近视是指眼睛看远物模糊、却看近物清晰的症状，是由屈光

不正引起的。在中国，已多达70%的人群患有这类问题，近视

已成为最普遍的视力问题。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专有激光视力矫正手术(eeLASIK)将
彻底帮您解决近视问题。

	
详细内容请见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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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视力矫正手术eeLASIK™
近视、远视及散光患者适用

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独一无二的，

应选择最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我们将为您量身打造由德视佳眼科

(EuroEyes) 专利研发的、最先进的

眼科激光手术—激光视力矫正术

eeLASIK™

1 2 3波前像差扫描分析

在进行激光视力矫正手术 (eeLASIK™)之前，德视佳眼科 (EuroEyes)
会采用波前像差扫描技术在200多个不同点测量眼睛的屈光度，

从而生成“眼部细节图”，其中包含了每个测量点的精确屈光度数据，

这通常也被称为“视力的指纹”。德视佳眼科 (EuroEyes)在激光视力

矫正手术中应用这一技术，为您打造比框架眼镜和隐形眼镜更加

清晰的视界。

飞秒激光矫正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是全球首批使用飞秒

激光技术制作角膜瓣的诊所之一。飞秒激光

能制作非常精确的角膜瓣，矫正近视、远视、

散光。飞秒激光视力矫正手术已经成为德视佳

眼科 (EuroEyes)的尖端技术。

准分子激光

作为激光视力矫正手术(eeLASIK™)的最后

一步，准分子激光通过波前像差扫描分析

精确描绘角膜表面，改变其轮廓，从而为

患者带来比框架眼镜和隐形眼镜更美好的

清晰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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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晶体植入术 ICL
高度近视患者适用

在中国，许多人患有 10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需要进行

特殊治疗。德视佳眼科 (EuroEyes)建议采用目前最佳的

治疗方案—人工晶体植入术 ICL。

人工晶体植入术 (ICL)是高度近视患者的

首选治疗方案。该晶体将安全地植入并安置

于患者的虹膜与晶状体之间。

通常在进行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的当天就能

改善视力，术后恢复也很快。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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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焦点人工晶体置换术 (PreLEX)是45岁以上

需要佩戴框架眼镜和隐形眼镜才能看清远近处

物体的老视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

多焦点人工晶体置换术 (PreLEX)将尚未病变为

白内障的晶状体移除，植入多焦点人工晶状体，

能够使患者清晰看到远处、中距及近处的物体。

双眼接受手术后即可获得完全清晰的视界。

新的一天，当您睁开双眼，清晰视界

重现，心情也年轻飞扬起来，这就是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的使命

多焦点人工晶状体置换术PreLEX
老花眼患者适用

从45到50岁，老花眼的症状会越来越明显。难以看清较小的字体，阅读

报刊时，您手臂的长度似乎也无法达到满意的阅读距离，无论近视或

远视，都会受到这种老花眼症状的影响，最终只得选择佩戴老花镜，甚至

您还需配置几副眼镜或双光眼镜（远、近视两用的）以备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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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白内障激光摘除手术

随着新的LenSx®飞秒激光术的应用，医生再也无需采用

手术刀行眼表切口手术。这种新型激光术代替了此前外科

医生需要进行的多项手术步骤，在提高切口安全性和精确度

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且能在手术最后阶段将人工晶体完美

植入部位中心。这一切都保障了患者能够在术后恢复最佳

视力效果。

白内障手术是一项门诊手术，包括移除浑浊的

晶状体，并植入清晰的人工晶状体。手术使用

局部麻醉。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在白内障手术方面享有独特而

无以伦比的临床经验。Jørn	S.	Jørgensen博士是德国

首批在白内障手术中采用革命性的“小切口”技术的

眼外科医生。

微创白内障摘除手术
老年性白内障患者适用

白内障是一种眼球晶状体浑浊症状，是65岁以上人群视力丧失的首要原因。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 采取微创白内障摘除手术 (eeCataract	Extraction)	

并植入优质人工晶体，彻底解决老年性视力问题。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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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批在屈光手术中采用飞秒激光的

眼科医疗机构

全球首批在白内障手术中使用激光摘除

晶体的眼科医疗机构

全球首批引进唯一激光眼科手术鉴定

标准TÜV的眼科医疗机构

全球高度近视的治疗中使用 ICL植入术

次数最多的眼科医疗机构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
廿载精研，领衔世界

中国首驻，国际认证
中国首家具有TÜV安全认证的激光手术眼科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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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品牌，优势独具
技术精湛，安全可靠—德视佳20年禀持不懈的专业准则！

慈善同行

享誉欧洲 

逾 10年的国际慈善活动，见证了我们的社会责任心。

安全保障

世界上首家在屈光手术中采用“最新矫正技术”的国际化眼科医疗机构。创新国际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是全球最早在激光眼科手术中使用认证标准

LASIK-TÜV的眼科医疗机构。

德视佳眼科(EuroEyes)医师，被欧洲多家期刊列为“最佳眼科手术医生”。

德国认证

久负盛名

个性化
诊疗方案

每一双眼睛都独一无二，需要个性化定制治疗方案。作为上海唯一的

TÜV认证的眼科专业医疗机构，德视佳眼科 (EuroEyes)将为您提供

全方位个性化屈光手术。

上海德视佳眼科 (EuroEyes)诊所—中国唯一一家通过德国TÜV认证

标准的眼科医疗机构。

国际品牌 位于金茂大厦的德视佳眼科 (EuroEyes) 是上海唯一一家国际连锁

眼科医疗机构。

20年成功眼科医疗服务经验，超过30万个成功的手术案例!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已成为德国激光视力矫正手术领域最著名的

医疗集团。

海外诊疗 德国的EuroEyes机构，将为您提供目前中国国内尚未引进的、全球

最先进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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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旅行，全程服务
在德国独创的眼科诊疗/视觉保健服务

德视佳眼科 (EuroEyes)在全球范围内的20多家诊所均采用

一致的安全标准、技术标准、设备标准的品牌理念，全部医生

来自德国本土医生团队。我们在海外的医疗机构可以为有

需要的客户提供老花眼手术和三焦距晶体植入术，以及针对

黄斑变性及视网膜病变进行诊疗，我们在这些领域的顶尖

专家可以在德国为您提供专业的一对一诊疗服务。我们有

专业的旅行公司安排高品质的德国视觉健康旅行计划，让您

全程尽享尊贵旅行服务，在德国为您安排好顶尖专家诊疗，

在德国进行安全可靠的手术及治疗，术后全新的视觉享受将

带给您一个意义非凡的欧洲之旅。

我们可以为那些需要前往德国诊所诊疗的中国的患者提供

旅行及医疗的整套服务，包括安排全部行程，从中国出发的

交通，在德国的酒店住宿，签证申请、翻译，以及术前术后

检查，术后注意事项，并包括回国后的术后护理、随访等，

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德视佳眼科(EuroEyes)对您的视觉

健康，将给予无微不至的悉心呵护！愿尊崇无比的健康之旅，

伴您左右！



德国虽远，金茂很近！

联系我们

上海德视佳眼科门诊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8号
金茂大厦裙楼5层5S-(05-11)
邮编：200121

电话：86	(21)	5869	7999
电话：400	720	7999 (免费)  

电子邮箱：shanghai@euroeyes.com  

网站：www.euroeyes.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