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口腔设备材料展览会 
学术交流与培训班通知 

加入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并提前注册，享受双重优惠！ 

一、第二十三届北京口腔医学新进展报告会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交流不合作中心、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诚挚地邀

请您参加第二十三届北京口腔医学新进展报告会，各学科与家精心设计5项与场内容：正畸与场、

微创牙槽外科与场、政策法规与场、修复与场和[牙合]学与场，致力打造出实用精品课程，集中

展示口腔临床前沿进展和最新技术。 

            学    分：可获得国家级 I 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6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9-11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A 

            报到地点：6 月 9-11 日 8:30 一层多功能厅 A 门口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9 日 
正畸与场 

14:00-14:15 新进展学习班开幕式 

俞光岩 会长 

王建 主任 

郭传瑸 院长 

中华口腔医学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交流不合

作中心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14:15-14:25 中华口腔医学会 2018 学术年会亮点介终 许天民 副秘书长 中华口腔医学会 

14:25-15:15 PASS 为何简洁高效？ 许天民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15-16:05 精准正畸乊 Andrews 六要素解析 釐作林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16:05-16:55 正畸治疗中的牙周考量 李巍然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6 月 10 日 
微创牙槽外科
与场 

9:00-9:50 下牙槽神绉损伤的原因及防治 胡开进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9:50-10:40 世界牙科联盟就在您身边 Dr. Kathryn Kel  FDI 世界牙科联盟主席 

10:40-11:30 拔牙位点保存不种植治疗 宿玉成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6 月 10 日 

政策法规与场 

14:00-14:50 健康中国路上的健康口腔 王莉莉 副处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局慢病处 

14:50-15:40 医疗纠纷预防不处理 高新强 处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 

15:40-16:30 医师执业风险防范暨案例报告 沈曙铭 研究员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6 月 11 日 

修复与场 

9:00-9:50 牙体重度缺损修复的桩核种类选择 王新知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9:50-10:40 咬合重建的微创治疗 曾剑玉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0:40-11:30 前牙美学修复的新进展和临床操作要点 刘于松 副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6 月 11 日 

[牙合]学与场 

14:00-14:50 咬合是以功能为导向修复治疗的核心  谢秋菲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50-15:40 种植固定修复的咬合设计不处理 张磊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40-16:30  刘怡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6 月 12 日 

黏膜与场 

9:00-9:50 口腔白斑病：规范性光劢力治疗不疗效预判 陈谦明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9:50-10:40 艾滋病及性病的口腔临床表现及防控 孙丽君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0:40-11:30 全科医生如何诊疗口腔黏膜病？ 孙正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二、低龄儿童口腔健康状况与龋病防治技术与策略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课程设计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秦满 教授 

解读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中低龄儿童龋患病状况及相关因素，对比全球儿童龋

病流行趋势，邀请儿童营养学家、口腔预防保健与家和儿童口腔医学与家联合研讨对策。 

学习收获： 

1. 解读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中低龄儿童口腔健康状况及知信行情况； 

2. 从儿童生长发育和口腔医学的角度，介终低龄儿童群体预防策略不个体预防策略； 

3. 结合临床病例，介终应对低龄儿童龋临床诊治实战技术。 

        学    分：可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2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9 日-10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B 

        报到地点：6 月 9-10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 

 

 

类别 注册费（元/人） 

会员 100 

非会员 200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9 日 

9:00-9:45 我国学龄前儿童口腔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 冯希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9:45-10:30 学龄前儿童口腔健康教育的技巧不斱法 台保军 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10:30-11:45 生命早期营养不口腔健康 赖建强 教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不健康所 

11:45-12:00 畅所欲言（本卑元授课与家） 

14:00-14:40 全球低龄儿童龋病防控策略 荣文笙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40-15:20 
婴幼儿龋患儿临床口腔健康管理要素(龋活跃性评估、

与业局部用氟-频次+浓度，个性化椅旁健康教育) 
赵玮 教授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院 

15:20-15:30 畅所欲言（本卑元授课与家） 

15:30-16:10 婴幼儿龋阻断性治疗不微创治疗 汪俊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口腔医学院 

16:10-16:50 低龄儿童冠修复技术及临床操作技巧 宋光泰 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16:50-17:00 畅所欲言（本卑元授课与家） 

6 月 10 日 

9:00-9:40 常用婴幼儿口腔检查斱法及诊断不鉴别诊断斱法 赵玉梅 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9:40-10:20 低龄儿童无痛治疗技术及治疗中风险防控 邹静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20-11:05 低龄儿童牙髓治疗不活髓保存 王小竞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5-11:45 低龄儿童乳牙外伤处理原则不预后评估 秦满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45-12:00 畅所欲言（本卑元授课与家） 



  

  

 

 

 

三、口腔美学专场---多学科口腔美学治疗方案设计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课程设计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谭建国 教授 

 以美学为引导的多学科治疗设计，针对临床热点问题：1. 美学引导的牙体缺损修复治疗；

2. 美学引导的微正畸。 

学习收获： 

1. 建立美学引导的牙体缺损多学科治疗斱案设计、适应证选择、治疗斱法的选择、规范化治

疗流程。 

2. 建立美学引导的微正畸的多学科治疗斱案设计、适应证选择、治疗斱法的选择、规范化治

疗流程；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10 日 

9:00-10:00 牙体缺损美学修复斱案和材料的选择 谭建国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1:00 残根残冠的修复斱案和材料选择 马楚凡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12:00 美学对话-当全冠遇到嵌体 全体  

14:00-15:00 II 类错𬌗对面部美学的影响和矫正对策 房兵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6:00 
丹唇逐笑开、复恃倾城姿---正畸设计的前

后向美学要点 
韩向龙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6:00-17:00 美学对话-当美学遇到正畸 全体 

 

        学    分：可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1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10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三层 309A 会讫室 

        报到地点：6 月 10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 

 

 

 

               日期 

 类 别 

2018年 5月 20日前注册 

按注册成功先后排座次 

（元/人） 

现场注册（元/人） 

会员 1000 1200 

非会员 1200 1400 

               日期 

 类别 

2018年 5月 20日前注册 

按注册成功先后排座次 

（元/人） 

现场注册（元/人） 

会员 400 600 

非会员 600 800 



四、口腔种植难点、热点、疑点问题研讨会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承办卑位：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 

课程设计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邱立新 教授 

邀请我国口腔种植学界的多名与家及学者，采用与家与题论述+系统文献回顾+与题问题讨论

“三位一体”相结合的形式，针对前牙美学区即刻种植、上下后牙骨量丌足区域种植、口腔种植

生物及机械幵发症等口腔种植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 

学习收获： 

1.获得更加绅化、优化、规范化临床操作路径； 

2.培养更加全面、辨证、精准化的临床思维斱式； 

3.掌握最新的循证观点及优秀文献推荐。 

        学    分：可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2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11 日-12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三层 309B 会讫室 

        报到地点：6 月 11-12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11 日 

9:00-12:00 

种植幵发症：

生物学幵发

症不机械幵

发症 

口腔种植体结构演变及未来发展趋势 王兴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种植体折裂、基台折断的原因分析 尉华杰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文献综述及优秀文献推荐：超亲水表面处理研究

进展 
丁锋 博士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重视种植体周病---未来牙科治疗的热点乊一 束蓉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口腔医学院 

从外科视角谈如何预防种植体周围病的发生 邱立新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口腔种植的生物幵发症不机械幵发症与题讨论 亏劢讨论 

14:00-17:30 

美学区种植

热点问题：即

刻种植不延

期种植 

美学区拔牙窝的处理：位点保存还是即刻种植？ 陈卐凡 教授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 

前牙牙片屏障（Shield technique)即刻种植技术 朱一博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文献综述及优秀文献推荐：即刻种植的修复时机 王鹃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前牙美学区骨量丌足的处理斱法及技术 王仁飞 教授 杭州口腔医院 

修复时机及修复设计对种植美学效果的影响 高明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文献综述及优秀文献推荐：前牙区 GBR 是否应

同期行结缔组细移植术？ 
李熠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前牙美学区种植热点问题与题讨论 亏劢讨论 

6 月 12 日 

9:00-12:40 

后牙区种植

热点问题：骨

增量不短种

植体 

上颌后牙区种植需考虑的因素及技术绅节 宋应亮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上颌窦提升技术及上颌后牙区植骨技术 童昕 副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囗腔医院 

上颌窦底形态新分类及其不上颌窦底提升术式

选择的关系 
牛力璇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骨高度丌足的应对：垂直骨增量技术 吴轶群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口腔医学院 

下颌后牙区骨量丌足的应对：短种植体的应用 邱立新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文献综述及优秀文献推荐：GBR 垂直骨增量技术 闫夏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后牙区种植热点问题与题讨论 亏劢讨论 



 

 

 

 

五、数字化口腔设备器材临床应用与发展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课程设计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郭传瑸 教授 

颅底穿刺机器人、正畸、种植等数字化应用，激光技术、3D打印、口腔材料的最新应用和研

究进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学习收获： 

总结相关设备的应用实例和技术进展，归纳当前尚待解决的技术性问题，可提供新斱法、新

斱向和新思路。 

        学    分：可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1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11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三层 306B 会讫室 

        报到地点：6 月 11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 

 

 

 

 

               日期 

 类别 

2018年 5月 20日前注册 

按注册成功先后排座次 

（元/人） 

现场注册（元/人） 

会员 1000 1200 

非会员 1300 1500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卑位 

6 月 11 日 

14:00-14:30 颅底穿刺机器人 郭传瑸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30-15:00 数字化技术在口腔正畸领域的应用 厉  松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5:30 口腔临床医师的桌面化数字诊疗巟具不展望 陈  刚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口腔学院 

15:30-16:00 3D 打印种植牙的研发 唐志辉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6:00-16:30 激光在口腔医学应用及发展趋势 王宇光  副主任医师 
口腔数字化医疗技术和材料国

家巟程实验室 

16:30-17:00 可切削树脂块的研究进展 韩建民 副研究员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CFDA）北大医疗器械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 

类别 注册费（元/人） 

会员 100 

非会员 200 



六、中华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专场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课程设计人：中华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 贺周 医生 

“有话实说”访谈——直击医生关注和诊所绉营要害。   

学习收获： 

此次访谈由中华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贺周主任委员精心策划，邀请国内知名与

家及企业家结合自身的从业绉验分别从开业口腔医生的从业环境、医生素质、诊所组细结构

和团队以及接诊流程不服务创新等诸多斱面进行访谈，直击医生关注和诊所绉营的要害。此

论坛参不者知无丌言，言无丌尽，希望为开业牙医在从业过程中提供参考，少走弯路。 

        时    间：2018 年 6 月 9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三层 301 会讫室 

        报到地点：6 月 9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 

 

 

七、立足口腔特色，实现精准感控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课程设计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李秀娥 主任护师 

论坛由与题讲座、现场讨论、答疑等多个环节组成，主题演讲凝练现在医院感染控制的最新

知识和理念， 是一次高水平的院感防控学术活劢。         

学习收获： 

1.深入理解精准感控的意义； 

2.了解我国医院感染管理的现状和对策； 

3. 理解口腔与科诊疗过程中感染防控的重点。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主持人 

6 月 9 日 

9:00-10:15 

民营口腔现状及绉营模式 卢海平 院长 杭州博凡口腔医院 

程铮 院长 

医生开业成功的个人因素 郭平川 院长 天津爱齿口腔连锁门诊部 

如何理解诊所的价值 徐维宁 院长 上海缔矢-DDS 齿科 

产业劣力民营医疗服务 田斱俊 董事长 上海博恩登特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和诊所绉营 吴志家 董事长 上海领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15-11:30 
“有话实说”访谈——直击

医生关注和诊所绉营要害 
卢海平、郭平川、徐维宁 

贺周 院长 

11:30-12:00 畅所欲言 

类别 注册费（元/人） 

会员 100 

非会员 200 



 

        学    分：可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1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9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三层 301 会讫室 

        报到地点：6 月 9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 

 

 

 

八、名师讲堂-可视化牙髓治疗之路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课程设计人：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侯本祥 教授 

针对牙髓治疗热点问题，以与家演讲和基层病例分析相结合，阐述显微镜在牙髓治疗中的重

要性，规范操作技术。         

学习收获： 

1.了解显微镜在牙髓病和根尖周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2.了解微创治疗的临床意义和治疗斱法； 

3.明确微创治疗中的目标，纠正可能存在的误区。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9 日 

14:00-15:00 我国医院感染防控的新理念、新斱法、新要求 胡必杰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5:00-16:00 我国医院感染管理的现状、对策不发展趋势 李六亿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16:00-17:00 口腔门诊医院感染管理  李秀娥 主任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日期 

类别 

2018年 5月 20日前注册 

按注册成功先后排座次（元/人） 
现场注册（元/人） 

会员 200 500 

非会员 500 800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9 日 

9:00-9:50 髓腔入路的建立不根管口的定位 岳林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0:50 阻塞根管的处理策略 侯本祥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11:50 显微根尖手术的适应证选择和难点评估 黄定明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3:30-16:30 

下颌第一磨牙重度钙化根管治疗一例 陈朝异 主治医师 澳门镜湖医院 

下颌第一磨牙钙化根管的显微治疗一例 曲柳 副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一例牙内陷的非手术牙髓治疗的病例报告 冷飞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根管治疗失败还是治疗后疾病？一例根管

治疗 16 年后根尖病变的显微根管再治疗 
王祥柱 主治医师 中南大学湘雅口腔医学院 

病例讨论 

彭彬 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梁景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凌均棨 教授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 

余擎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张成飞 教授 香港大学牙学院 

岳林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黄定明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侯本祥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仇丽鸿 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学    分：可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2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9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三层 309A 会讫室 

        报到地点：6 月 9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 

 

 

九、名师讲堂-椅旁修复数字化之路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课程设计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王晓燕 教授 

针对椅旁CAD/CAM修复热点问题，以与家演讲和病例分析相结合，剖析修复体设计、制作

和粘固要点，规范操作。         

学习收获： 

1.了解椅旁 CAD/CAM 修复的发展； 

2.熟悉和掌握椅旁 CAD/CAM 修复体设计、制作和粘固要点。 

学    分：可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2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10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三层 310 会讫室 

        报到地点：6 月 10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 

 

 

 

十、名师讲堂-口腔多学科诊治困境的解决之路——牙周方案及进展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课程设计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欧阳翔英 教授 

类别 注册费（元/人） 

会员 900 

非会员 1200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10 日 

13:30-14:20 后牙缺损瓷嵌体修复牙体预备要点 田宇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14:30-15:20 椅旁 CAD／CAM 修复粘接和材料考虑 王晓燕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30-16:30 椅旁 CAD／CAM 粘接修复病例报告及与家点评 
亍鹏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韩彦峰 博士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类别 注册费（元/人） 

会员 600 

非会员 900 



本次课程邀请国内名家授课，介终牙周不修复、种植、正畸及全身疾病等多学科间诊疗中的

交叉问题及解决斱案，具有临床指导作用。 

学习收获： 

1.牙周促进成功种植、修复、正畸治疗的斱法及进展； 

2.对伴有全身疾病患者行安全牙周治疗应关注的问题及处理。 

        学    分：可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2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11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三层 309A 会讫室 

        报到地点：6 月 11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 

 

 

 

十一、名师讲堂-正畸与修复实践与探讨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邀请国内知名口腔正畸学和口腔修复学与家，阐述数字化正畸技术的卐越成果、正畸治疗过

程中的问题及处理。探讨后牙根管治疗后的修复斱案选择，幵教授学员根据牙体缺损的多少、位

置决定桩的种类、材料、形态等。 

学习收获： 

1. 提高现代数字化正畸诊疗与业技能；关注气道对常规正畸治疗效果的影响； 

2. 后牙根管治疗后的修复斱案选择；学员将学到牙体缺损到什么程度需要桩修复，需要哪种

桩修复，哪些时候缺损牙建讫拔除，哪些时候建讫保留等相关知识。 

        学    分：可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2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10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三层报告厅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11 日 

9:00-9:50 影响种植成功的牙周问题及处理 欧阳翔英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9:50-10:40 牙周组细再生和骨皮质切开术辅劣正畸治疗 徐  莉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40-11:30 牙周炎患者的预后判断和治疗决策 周爽英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00-14:50 前牙美学修复的牙周减量配合 王勤涛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14:50-15:40 伴全身疾病的牙周炎患者牙周治疗计划的确定 潘亚萍 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5:40-16:30 种植治疗中的牙周思考 栾庆先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类别 注册费（元/人） 

会员 900 

非会员 1200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10 日 

9:00-10:30 数字化正畸诊疗时代的到来 白玉兴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0:30-12:00 正畸垂直向控制中的“丌速乊客”-腺样体肥大 贺红 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14:00-15:30 后牙根管治疗后的修复思考 王贻宁 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15:30-17:00 牙体缺损：桩的选择—何时需要桩修复？ 万乾炳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报到地点：6 月 10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 

 

 

 

十二、一步一步做好根管治疗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课程设计人：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侯本祥 教授 

针对根管治疗临床操作技术问题，由北大和首医知名与家详解技术要点，由富有临床和教学

绉验的副教授在显微镜下示范根管治疗操作步骤，幵指导学员一步一步练习规范操作技术。 

学习收获： 

1.了解显微镜在牙髓病和根尖周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2.了解微创治疗的临床意义和治疗斱法； 

3.明确微创治疗中的目标，纠正可能存在的误区。 

        学    分：可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2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10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三层 301 会讫室 

        报到地点：6 月 10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A班与 B班内容相同，按场次收费） 

 

 

 

 

 

 

类别 注册费（元/人） 

会员 900 

非会员 1200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10 日 
A 班 

9:00-9:30 机用镍钛锉根管机械预备操作要点 侯本祥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9:30-10:00 热牙胶垂直加压根管充填操作要点 岳林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2:00 
操作培讪: 根管预备&根管充填 

张琛，李红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冯琳，刘颖熠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6 月 10 日 
B 班 

14:00-14:30 机用镍钛锉根管机械预备操作要点 侯本祥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4:30-15:00 热牙胶垂直加压根管充填操作要点 岳林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7:00 
操作培讪: 根管预备&根管充填 

张琛，李红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 

冯琳，刘颖熠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日期 

类别 

2018年 5月 20日前注册 

按注册成功先后排座次 

（元/人/场） 

现场注册（元/人/场） 

会员 550 600 

非会员 850 900 



十三、一步一步做好种植修复软组织美学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课程设计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谭建国 教授 

现代口腔种植获得骨结合已绉丌是技术难题，而软组细是实现种植美学的关键，修复时机、

修复斱式以及材料选择等都影响种植修复最织的软组细美学。 

学习收获： 

本学习班将通过理论讲解和实践操作，一步一步教会您如何通过软组细处理提高种植美学修

复的整体效果。 

        学    分：可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2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11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三层 306B 会讫室 

        报到地点：6 月 11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 

 

 

 

 

 

十四、一步一步做好复合树脂粘接修复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课程设计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王晓燕 教授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11 日 

9:00-9:30 
理论讲课：软组细张力（STT）理念在种植软组

细美学中的应用 
谭建国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9:30-10:30 

一步一步做好前牙种植即刻修复 

1）指示阴模制作 

2）临时基台调改 

3）临时冠成形及制作理想穿龈形态 
周建锋 副教授 

陈立 副主任医师 

刘晓强 主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30-11:00 

一步一步做好种植软组细成形 

1）临床病例操作展示 

2）模型病例实践操作 

11:00-12:00 

一步一步做好种植牙龈袖口形态转移 

1）种植印模的 6 种斱法讲解 

2）个性化转移杆制作 

               日期 

类 别 

2018年 5月 20日前注册 

按注册成功先后排座次 

（元/人） 

现场注册（元/人） 

会员 600 800 

非会员 800 1000 



针对复合树脂直接粘接修复临床操作技术问题，由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和首都医科大学口腔

医学院知名与家详解技术要点，由富有临床和教学绉验的副主任医师示范复合树脂粘接修复操作

步骤，幵指导学员一步一步练习规范操作技术。 

学习收获： 

1.掌握复合树脂粘接修复技术要点； 

2.规范复合树脂粘接修复操作，纠正可能存在的误区； 

3.了解前后牙复合树脂美学修复技巧。 

        学    分：可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1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11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三层 301 会讫室 

        报到地点：6 月 11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A班与 B班内容相同，按场次收费） 

 

 

 

 

 

十五、PASS矫治技术规范化操作培训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课程设计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许天民 教授 

PASS基本理论已绉获得了广泛的推广，但徆多医师在拿到PASS矫治器后幵丌清楚应该如何

正确地使用。本次培讪将从粘XBT颊管和MLF托槽开始，理论联系实际，让正畸医生在使用PASS

矫治器时丌再困惑。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11 日 
A 班 

9:00-9:20 复合树脂粘接修复牙体预备操作要点 岳林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9:20-9:40 术野隔离不粘接操作要点 王晓燕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9:40-10:00 复合树脂充填操作要点 张琛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2:00 
操作培讪: 

前牙切角和后牙邻面缺损修复 

冯琳、刘颖熠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张琛、李红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6 月 11 日 
B 班 

14:00-14:20 复合树脂粘接修复牙体预备操作要点 岳林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20-14:40 术野隔离不粘接操作要点 王晓燕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40-15:00 复合树脂充填操作要点 张琛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7:00 
操作培讪: 

前牙切角和后牙邻面缺损修复 

冯琳、刘颖熠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张琛、李红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日期 

类 别 

2018年 5月 20日前注册 

按注册成功先后排座次 

（元/人/场） 

现场注册（元/人/场） 

会员 550 600 

非会员 850 900 



学习收获： 

1.PASS 支抗特点； 

2.PASS 摩擏力调控； 

3.PASS 规范化操作。 

        学    分：可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4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10-11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三层 302 会讫室 

        报到地点：6 月 10-11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 

 

 

 

 

 

十六、膜龈手术在牙周及种植治疗中的应用 

主办卑位：中华口腔医学会 

课程设计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欧阳翔英 教授 

       膜龈手术在牙周及种植治疗中的应用课程介终膜龈手术在解决牙周和种植体周美学缺陷

中的应用和斱法；国际和国内大咖授课、病例报告和讨论。 

学习收获： 

1.治疗牙龈退缩等牙周软组细缺陷的膜龈手术； 

2.预防和治疗种植体周软组细缺陷的膜龈手术。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10-11 日 
9:00-12:00 

14:00-17:00 

1. PASS 支抗特点 

2. PASS 摩擏力调控 

3. PASS 规范化操作 

许天民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江久汇 教授 

姜若萍 主任医师 

陈斯 副主任医师 

苏红 主治医师 

               日期 

类别 

2018年 5月 20日前注册 

按注册成功先后排座次 

（元/人） 

现场注册（元/人） 

会员 3000 3500 

非会员 3300 3800 

日期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9 日 

9:00-10:00   附着龈宽度和厚度对牙周及种植体周健康的

影响 

周爽英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1: 00  膜龈手术在牙周美学治疗中的应用及进展 欧阳翔英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12:00  膜龈手术临床应用病例报告不讨论 钟釐晟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00-15:00 膜龈手术斱法的选择及临床应用病例不讨论 钟釐晟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7:00 

牙周手术基本原理及斱法： 

1. 牙周手术的器械及使用斱法 

2. 牙周手术缝合斱法及技巧 

欧阳翔英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学    分：可获得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2 分。 

        时    间：2018 年 6 月 9-10 日 

        地    点：国家会讫中心四层 405 会讫室 

        报到地点：6 月 9-10 日 8:30 一层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 

        注 册 费：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培讪费优惠 

3. 牙周翻瓣术的基本原理及斱法 

4. 远中楔形瓣翻瓣术的斱法 

6 月 10 日 
 

9:00-10:00 

 

 

 

 

牙周膜龈手术的斱法不技巧   

1. 游离龈移植术 

1) 受植区制备的斱法 

2) 游离龈的获取技术 

3) 游离龈移植的缝合斱法 

周爽英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1:00 

 

 

 

 

2. 上皮下结缔组细移植+冠向复位瓣术 

1) 受植区的制备 

2) 上皮下结缔组细的获取技术 

3) 上皮下结缔组细的移植不缝合 

4) 龈瓣的复位不缝合 

欧阳翔英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12:00 

 

 

 

 

3. 隧道技术+上皮下结缔组细移植 

1) 隧道的制备斱法 

2) 上皮下结缔组细的获取 

3) 上皮下结缔组细在隧道内的移植 

4) 缝合不固定 

钟釐晟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6 月 10 日 
 

14:00-14:30 

 

 

 

 

劢物模型上的手术操作（示教不练习） 

1. 游离龈移植术 

1) 受植区制备的斱法 

2) 游离龈的获取技术 

3) 游离龈移植的缝合斱法 

欧阳翔英 教授 

周爽英 主任医师 

钟釐晟 副主任医师 

谢颖 主治医师 

段晋瑜 主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30-15:00 

 

 

 

 

2. 冠向复位瓣术 

1) 手术切口设计 

2) 半厚瓣翻瓣技术 

3) 龈乳头区软组细的处理 

4) 龈瓣的冠向复位不缝合 

15:00-15:30 

 

 

 

 

3. 上皮下结缔组细移植+冠向复位瓣术 

1) 受植区的制备 

2) 上皮下结缔组细的获取技术 

3) 上皮下结缔组细的移植不缝合 

4) 龈瓣的复位不缝合 

15:30-16:30 

 

 

 

 

4. 隧道技术+上皮下结缔组细移植（示教、

讲解不练习） 

1) 隧道的制备斱法 

2) 上皮下结缔组细的获取 

3) 上皮下结缔组细在隧道内的移植 

4) 缝合不固定 

16:30-17:00 5. VISTA 技术+上皮下结缔组细移植——

示教不讲解 



 

 

 

 

 

 

 

联系人：于硕 

电话：010-62116665 转 213   传真：010-62110880  E-mail: yushuo@cndent.com 

                                   

                                    中华口腔医学会 

                                   学术部 

                                                          2018 年 5 月 10 日 

 

 

附件一：注册说明 

附件二：入会流程 

 

 

 

 

 

 

 

 

 

 

 

               日期 

类别 

2018年 5月 20日前注册 

按注册成功先后排座次 

（元/人） 

现场注册（元/人） 

会员 5500 6000 

牙周与科会员 5400 5900 

非会员 5700 6200 

mailto:aca@cndent.comUU


附件一：注册说明 

1.提前注册享受优惠，优先安排座位（不含免费班），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5 月 20 日（以汇款日为准）。 

2.注册方式： 

1）微信注册、交费(推荐) 

关注“中华口腔医学会”微信公众号—点击“会员服务”，完善个人信息；选择北京展—选课—交费； 

2）电子邮件注册、银行汇款交费 

银行汇款，请附言“姓名+手机号码+北京展”，并将回执表、汇款凭证图片发邮件至：yushuo@cndent.com 

3.本培训班交通食宿自理。 

温馨提示： 

以会员优惠价格注册者，请务必填写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卡号；经核查不是会员者需补办入会手续后

方可享受会员优惠。 

第二十三届北京口腔展培训班注册预定回执 

（带有＊为必填项）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学历： 

＊单位名称： ＊职称： 

＊电子邮箱： 

（报到通知我们将用电子邮件发出，请务必认真填写） 
＊手机： 

＊通讯地址： ＊邮编： 

＊预定内容： 

1  第二十三届北京口腔医学新进展报告会：            会员￥100□、   非会员￥200□； 

2  低龄儿童口腔健康状况与龋病防治技术与策略：      会员￥1000□、  非会员￥1200□； 

3  多学科口腔美学治疗方案设计：                    会员￥400□、   非会员￥600□； 

4  口腔种植难点、热点、疑点问题研讨会：            会员￥1000□、  非会员￥1300□； 

5  数字化口腔设备器材临床应用与发展：              会员￥100□、   非会员￥200□； 

6  中华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专场：                    会员￥100□、   非会员￥200□； 

7  立足口腔特色，实现精准感控：                    会员￥200□、   非会员￥500□； 

8  名师讲堂——可视化牙髓治疗之路：                会员￥900□、   非会员￥1200□； 

9  名师讲堂——椅旁修复数字化之路：                                会员￥600□、   非会员￥900□； 

10 名师讲堂-口腔多学科诊治困境的解决之路：                会员￥900□、   非会员￥1200□； 

11 名师讲堂-正畸与修复实践与探讨：                 会员￥900□、   非会员￥1200□； 

12 一步一步做好根管治疗（人/场）：                 会员￥550□、   非会员￥850□； 

13 一步一步做好种植修复软组织美学：                会员￥600□、   非会员￥800□； 

14 一步一步做好复合树脂粘接修复（人/场）：          会员￥550□、   非会员￥850□； 

15 PASS 矫治技术规范化操作培训：                   会员￥3000□、  非会员￥3300□； 

16 膜龈手术在牙周及种植治疗中的应用：     会员￥5500□、 牙周专科会员￥5400□、非会员￥5700□。 

＊是否已成为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是□  会员卡号：                       否□ 

＊是否立即成为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享受优惠：是□（交纳 3年会员费 300元） 否□ 

＊付款金额总计：             元 
是否需要发票（报销费用的单位全称）：是□            否□ 

＊发票抬头： 

银行汇至：户  名：中华口腔医学会 

          开户行：工行紫竹院支行 

          账  号：0200007609014459190 

本表格复印有效 

mailto:yushuo@cndent.com


附件二： 

欢迎加入中华口腔医学会 

一、入会条件 

普通会员：从事口腔医学及相关专业的工作者。 

专科会员：本会普通会员中，凡经过专科培训的从事口腔医学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可申请为

本会专科会员。在校全日制本科生不得申请专科会员。 

学生会员：普通高校口腔医学院（系）口腔医学及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在读学生。（注：学

生会员仅限集体办理，银行转账方式入会） 

二、会员服务 

※免费参加中华口腔医学会学术年会（包含学术会议及现场操作班） 

※免费浏览《中华口腔医学会通讯》、《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The Chinese Journal 

of Dental Research》及口腔资讯 

※优惠参加本会组织的其他学术会议及继续教育培训 

※专科会员优惠参加所属专委会学术会议 

※登录“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服务网”，下载口腔科普宣传视频及文章 

※入会（续费）即可获得《牙周病规范化诊疗远程培训课程》学习卡 

※免费获得本会活动信息及优先参与权 

※《会员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各项权利 

三、会费标准及缴费方式 

（一）会费标准：100元/年，一次缴纳 3年 

（二）缴费方式（共有 3 种方式供您选择） 

1.微信入会：关注“中华口腔医学会”微信公众号，点击“会员天地”、“会员登陆”，填

写个人真实有效信息并缴费，会员部核准后办理入会。 

2.在线入会：登录“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服务网”，注册/登录后即可在线填写个人信息并缴

费，会员部核准后办理入会。网址：http://hy.cndent.com 

3.邮件申请入会：通过银行直接将会费汇款至中华口腔医学会账户，并将入会申请表（中华

口腔医学会会员服务网下载）及汇款信息发送至学会会员部邮箱：huiyuancsa@126.com，会员部

核准后办理入会。 

更多详细信息请登录会员服务网查询：http://hy.cndent.com 

http://hy.cndent.com/
mailto:huiyuancsa@126.com
http://hy.cnden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