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第十六次全国口腔医学数字化学术会议 

第二轮会议通知 

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计算机专业委员会主办，烟台市口腔医院承

办的第十六次全国口腔医学数字化学术会议暨中华口腔医学会第四届口腔医学

计算机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将于 2018 年 7月 6-8日在山东省烟台市

召开。本次学术会议的主题是“数字化技术在口腔医学的应用”，会议期间邀请

国内著名专家进行专题演讲并评选投稿作者做大会发言，欢迎各界同仁踊跃投

稿和参会，参会者可获国家级 I 类继续教育学分 3 分[项目编号：2018-08-05-

088 (国)]。本次会议期间在烟台举办有第五届泰山学者口腔医学国际论坛。 

一、会议时间：2018年 7月 5-6日全天，会议报到 

2018 年 7月 6日 20：00-21：30计算机专委会全委会 

（全体委员、青年委员必须参加） 

2018 年 7 月 6 日 21：30-22：00 计算机专委会党的工作小组成

立大会（全体党员委员必须参加） 

2018 年 7月 7-8日上午，学术会议（详见会议日程） 

二、会议地点：山东省烟台市南山皇冠假日酒店 

地址：中国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 299 号 （0535-6899999 距离会展中

心 260米） 

三、会议注册： 

1、注册费标准： 

提前注册（延长至 2018 年 6 月 15 日注册汇款）：非会员 1000 元，会员

800元及学生 500 元（报到时需出示学生证）； 

现场注册：非会员 1200 元，会员 1000元，学生 700元（出示学生证）。 

2、交费方式： 

提前微信交费（推荐）：本次会议可微信报名及 交费，请点击

https://mp.cndent.com/checkme/regmeeting/10029，填写学术会议注册信息

提交报名。如参会人员需要使用公务卡交费，可先将公务卡绑定到微信上，再

按上述“微信交费报名”步骤操作即可（特别提醒：执行交费时务必手动选择

https://mp.cndent.com/checkme/regmeeting/10029


公务卡）。 

注：第一次关注中华口腔医学会的，需先完成个人信息注册，再进行会议

注册报名。 

提前汇款交费：账户名称：中华口腔医学会； 

账号:0200007609014459190; 

开户银行:工行紫竹院支行 

汇款请注明：计算机+烟台+注册费 

现场交费：只接受现金（人民币）交费。 

3、交费须知 

1) 提前交费请妥善保存汇款凭证，填写参会回执（见附件），并将回执及

汇款凭证图片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前邮件至 suhua333333@163.com（会

务组指定邮箱），以便提前开具发票，现场凭付款凭证领取发票，提前

交费截止日后请勿汇款； 

2) 注册费发票由中华口腔医学会提供，请准确提供发票抬头、税号等信

息，发票一旦开出，恕不修改及重开； 

3) 现场交费也请提前准备好发票抬头和纳税人识别号，现场先开具收据，会

后补开发票；  

4) 注册取消与退款：提前注册如需退款，请务必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前

与会务组联系， 6月 20日之后将不能取消注册和退款。 

四、征文要求： 

1、未公开发表的口腔医学数字化应用研究； 

2、投稿提交 800 字以内中文摘要，应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四部

分，投稿文件名应为“第一作者姓名+单位”邮件发至会务组联系人邮箱； 

3、投稿将刊入大会论文汇编，优秀投稿将有机会安排大会交流； 

4、投稿截稿日期：延长至 2018 年 6 月 1 5 日。 

五、会议住宿：会议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1、烟台南山皇冠假日酒店（主会场酒店） 

会议价格：大床房：560元/间/天  

标准间：560元/间/天 

地址：中国烟台市莱山区港城东大街 299 号 （0535-6899999 距离会展中心



260米） 

2、烟台孚利泰大酒店 

会议价格：大床房：460/间/天 

标准间：460元/间/天 

地 址：烟台市莱山区莱源路 10号（0535-2988999，酒店负责接送） 

3、烟台海悦大酒店 

会议价格：大床房：380/间/天 

标准间：380元/间/天 

地 址：烟台市港城东大街 590 号，临近烟台南站（0535-8200888）。距离主会

场 2800 米，步行 25 分钟，乘坐 17 路、566 路、23 路公交车 10 分钟可到主会

场。 

六、会务组联系方式： 

1、会务组报名、投稿联系人：黄素华，E-mail：suhua333333@163.com，电

话：0771-5358945、 13507883886，地址：广西南宁市双拥路 10 号广西医科大

学附属口腔医院。 

2、会议住宿联系人：张韬文  E-mail： ytkq8080@163.com，电话 0535-

6601027、18605350360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北大街 142号烟台市口腔医院。 

    期待在美丽的烟台与您相见！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计算机专委会  

2018 年 6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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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次全国口腔医学数字化学术会议 

会议日程 

（会议地点：山东省烟台市南山皇冠假日酒店） 

 
2018 年 7月 5-6 日  全天会议注册 

2018 年 7 月 6 日   20：00-21：30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计算机专委会全

委会（全体委员、青年委员必须参加） 

2018 年 7 月 6 日   21：30-22：00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计算机专委会党

的工作小组成立大会（全体党员委员必须参加） 

 

学术会议 

7 月 7 日上午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8:00-8:30 开幕式及合影 学会，主办单位，承办单位 

8:30-9:30 虚拟手术技术与系统 

郝爱民教授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 

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 

9：30-10：00 人工智能对未来口腔医学的影响 

吕培军教授 
口腔数字化医疗技术和材料国家
工程实验室的副主任，中华口腔
医学会口腔医学计算机专委会终
身名誉主任委员 

10：00-10：30 颅底病变穿刺诊疗机器人研发 

郭传瑸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 

中华口腔医学会副会长、口腔颌
面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口腔
医学教育专委会侯任主任委员、
口腔医学设备器材分会主任委员 

10：30-10：40 茶歇 

10：40-11：10 数字全口义齿的创新与发展 

周永胜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党委书记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口
腔颌面修复专委会主任委员 

11：10-11：40 不对称颌面畸形的多学科治疗 

沈国芳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
民医院党委书记，上海交通大学
口腔医学院院长，中华口腔医学
会副会长、口腔医学计算机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 

11：40-12：10 
骨性 III类错牙合畸形手术前后颞下颌关

节三维有限元应力分析模型的构建 

周诺教授 
广西医科大学副校长 

中华口腔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口
腔医学会口腔医学计算机专委会
主任委员 

12：30-14：00 午餐 

 



7 月 7 日下午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14：00-14：20 种植长期成功与数字化精准技术应用 
柳忠豪教授 

烟台市口腔医院院长 

14：20-14：40 国产口腔数字化技术现状与分析 

王勇教授级工程师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计

算机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14：40-15：00 
口腔颌面外科数字化完整诊疗路径的实践

与推广 

汤炜教授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计

算机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15：00-15：20 
3D 打印个性化、数字化正畸矫治附件的临

床应用 

宋锦璘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副院长 

15：20-15：40 口腔正畸诊疗全数字化流程的探索和实践 

严斌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副院长 

15：40-16：00 
数字化技术在前牙美学区即刻种植即刻修

复中的应用 

陈溯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6：00-16：10 
茶歇 

16：10-16：30 
3D 设计与打印-颅颌面畸形整复内固定及内

植入的创新 

张诗雷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16：30-16：50 3D 打印在骨组织工程修复中的应用 
孙玉春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6：50-17：10 数字化全口印模技术初步探索 
俞青教授 

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7：10-17：30 
低能量激光在口腔非侵入式诊疗技术的研

究与应用 

王宇光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7：30-18：30 新产品新技术介绍（各 10 分钟）  

19：00 欢迎晚宴 

 

7月 8日上午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8：00-10：00 大会发言 12人，每人 10分钟  

10：00-10：10 茶歇 

10：10-11：30 大会发言 8 人，每人 10分钟  

11：30-12：00 新产品新技术介绍（各 10 分钟）  

12：00-14：00 午餐 

 
 

 

 

 

 



附件 

 

参会回执 

姓名  性别  手机号  

学生 是□  否□ 学生证号  邮箱地址  

会员 是□  否□ 会员号  职务职称  

预订酒店： 床/间 天数 

皇   冠 □ 标间 □ 大床  住宿日期：□5 日□6 日□7 日□8 日 

孚利泰□ 标间 □ 大床  住宿日期：□5 日□6 日□7 日□8 日 

海  悦□标间 □ 大床  住宿日期：□5 日□6 日□7 日□8 日 

工作单位  

汇款

日期* 
 汇款人*  

汇款金额

（元）* 
 

发票抬头 *  

纳税人识别号 /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 
 

 
 注：发票一经开出,不能修改，请认真填写发票抬头及纳税人识别号； 

标“*”项为必填项目，否则无法提前开具发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