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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口腔医学会“一步一步”走进江西红土地 
——《一步一步做好全瓷修复牙体预备》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 

暨江西师资培训班 

名师授课·现场实习·限额招生 中华口腔医学会精品继教项目走进江西 

 

主办单位：中华口腔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承办单位：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协办单位：江西省口腔美学专业委员会 

江西省口腔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江西省口腔修复专业委员会 

一、教学目标： 

    全瓷冠和嵌体是口腔临床最为常用的牙齿美学修复体。本课程将通过理论讲授和操

作实习帮助学员全面系统掌握全瓷冠和嵌体修复中的对美学分析和美学设计、牙体预

备、印模制取、全瓷粘接等理论和技术。重点掌握全瓷冠和瓷嵌体一步一步规范化牙体

预备技术。 

二、教学内容： 

1. 全瓷美学修复中的美学分析与设计  

     2. 牙体缺损美学修复方案的选择：嵌体还是全冠？ 

     3. 全瓷材料的类型和临床选择 

4. 一步一步规范化全瓷冠和瓷嵌体的牙体预备 

5. 全瓷冠和瓷嵌体牙体预备临床常见问题和解决 

6. 全瓷冠和瓷嵌体的排龈和印模 

7. 全瓷冠和瓷嵌体的临床粘接  



三、课程亮点： 

1．名师面对面精准指导，操作班手把手传授； 

2. 系统掌握全瓷美学修复从设计到粘接的全过程。 

3. 掌握微创理念在全瓷修复中的应用实践。 

4. 掌握规范和标准的牙体预备，解决临床备牙常见问题； 

本次培训将获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Ⅰ类学分 6分。 

四、讲课日程 

时   间 内容 主讲人 

6月 23日 上午 

理论课 
8:30-12:00 

基于美学设计的精确牙体预备 
谭建国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牙体缺损美学修复体类型和材料的选择 
谭建国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6月 23日 下午       

理论课 
14:00-17:00 

全瓷修复的印模和粘接 
李德利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刘晓强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一步一步做好全瓷修复牙体预备 

6月 24日 上午 

操作课 
8:30-12:00 

一步一步做好全瓷冠牙体预备 

谭建国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刘晓强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李德利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一步一步做好瓷嵌体牙体预备 

五、培训地点 

1、理论班：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十一楼学术报告厅  

2、操作班：南昌大学医学院东湖校区（南院）教学大楼 5楼口腔实验教学中心 

六、报到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18 年 6 月 22 日下午 14:00—18:00，6 月 23 日上午 7:00—8:15 

2、地点：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七、 收费标准 

1. 理论班：1000 元/人；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优惠：800 元/人；江西地区 6折优惠：

600 元/人；3人以上（含 3 人）同时报名享受团队优惠价 500 元/人。（限额 100 人，

额满为止） 

2. 操作班：5000 元/人；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优惠：4700 元/人；江西地区优惠价：3000

元/人(培训费含材料费、午餐，还将获得价值 1000 元的“一步一步全瓷修复牙体



预备”全瓷冠钻针套装和嵌体钻针套装各 1套) 

提前报名截止日期：2018 年 6 月 20 日（限额 25 人，额满为止） 

八、报名及联系方式 

1. 缴费方式： 

（1）微信缴费报名：本次培训班实行微信报名及缴费，请

关注中华口腔医学会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会员天地”，

选择“学术会议报名”进入，选择“一步一步全瓷备牙（南

昌）注册”，然后按序填写信息完成注册费缴纳（报名成功

以完成缴费为准）。 

（2）汇款缴费：公务卡汇款缴费请先尝试绑定个人微信钱

包，如遇问题请与联系人沟通； 

（3）现场缴费报名，只接受现金缴费 

2. 报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章  佺 电话：010-62116665-212 

葛凤庆 电话：010-62116665-215 

九、交通及住宿信息 

乘车线路： 

1. 机场：（全程大约 1 小时） 

机场公交 1 线转 224 路  

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公交站乘机场公交 1线，到青山路口公交站下，同站换乘 224 路

到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站下车； 

2. 火车站——南昌西站：（全程大约 1小时） 

高铁西客站公交站乘坐高铁巴土 2线到省中医院公交站下车，步行 500 米至南昌大

学附属口腔医院； 

3. 火车站——南昌站：（全程大约 20 分钟） 

在火车站乘坐 27 路公交车到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站下车。 

酒店信息： 

1. 七星商务酒店 （五星级）距离医院约 550 米，标间 329 元起，电话 0791-88866666； 

2. 江西饭店（四星级）距离医院约 600 米，标间 386 元起，电话 0791-88858888； 

3. 惠苑宾馆距离医院约 200 米，标间 228 元起，电话 0791-86221333； 

4. 7 天优品连锁酒店距离医院约 350 米，标间 189 元起，电话 0791-88869999； 

5. 汉庭快捷酒店距离医院约 200 米，标间 208 元起，电话 0791-86218000。 

以上费用是现在的价格，届时可能会有轻微浮动！ 

 

中华口腔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 



《一步一步做好全瓷修复牙体预备》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姓名  性别  职称  
会员 

证号 
 

工作单位  手机号  

身份证号 如需要学分请准确填写 快递地址  

发票抬头 请准确填写 E-mail  

纳税人识别
证号 

请准确填写 缴费方式 

□微信缴费； 

□银行汇款； 

□现场缴费； 

交费金额  参加课程 
理论课□ 

理论课+操作课□ 

【如集体报名，可复制本表，并在备注中注明】 

 

集体注册需汇款至中华口腔医学会，并提交电子版报名回执（见附件） 

户名：中华口腔医学会    账号：0200 0076 0901 4459 190 

开户行：工行紫竹院支行 

联系人：章佺 010-62116665-212     E-mail：ce@cndent.com 



授课专家介绍 

谭建国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修复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主要兼职：中华口腔医学会继续教育部部长、中华口腔医学

会口腔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学专

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市医师协会医疗美容专科医师分会常务理

事。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审专家。美国固定修复学会（AAFP）会员，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编委，《中国实用口腔科杂志》

编委。 

 

刘晓强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修复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研究方向及特长：临床上专注于多学科美学修复、数字化种

植修复和显微全瓷修复。 

主要成果及贡献：7 次在 CSED 口腔美学病例比赛、 BITC 口

腔种植病例比赛、 “卡瓦梦想秀”口腔全科病例比赛等项目中

获得全国金奖。 

 

李德利 

医学博士，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修复科主任，中华

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委会会员，中华口腔医学口腔修复专委会

会员。 

临床专长：前牙微创美学修复、数字化椅旁全瓷修复、天然

牙全瓷固定冠桥修复、复杂全口咬合重建序列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