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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 

2019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 

第十二次全国牙体牙髓病学学术大会 

第二轮会议通知 

全国各口腔医学院校、医疗机构： 

由中华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承办的“第十二次全国牙体牙髓病学学术大会”将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8 月 28 日在上海召开，会议诚邀全国牙体牙髓病学及口腔届同行就牙体

牙髓病领域最新研究成果、临床技术进展进行交流。现将会议安排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19年 8月 26日～8月 28日 

二、会议地点： 

8月 25-27 日会议：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青浦区徐泾镇诸光路 1588

弄 100号） 

8月 28日会议：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青浦区崧泽大道 333号） 

三、会议内容：学术演讲、病例讨论、学术论文交流（具体日程见附件 1） 

四、学分：正式注册并参会者可获得学会级继续医学教育Ⅰ类学分 3分（项

目编号：口继教字 2019-071）。 

五、报名注册及交费 

(一) 注册费标准 

每位参会者需交纳会议注册费，注册费标准： 

交费方式可以提前微信交费报名、银行汇款或转账，也可以报到时现场交费。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

员或牙体牙髓病学

专业专科会员 

非会员 学生（含本科及

研究生凭证） 

提前注册（2019-8-1前） 1000元/人 1200元/人 500 元/人 

现场注册 1200元/人 1500元/人 800 元/人 

(二) 交费方式 

1. 提前报名、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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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信（推荐） 

本次会议可通过微信方式进行大会报名及交费。请在微信客户端点击端点击

（https://mp.cndent.com/checkme），填写学术会议注册信息提交报名。如参

会人员需使用公务卡交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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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参会代表可登陆中华口腔医学会第 21 次全国口腔医学学术会议网站

http://www.chinadentalshow.com 进行年会注册、交费； 

3) 银行汇款或转账（截止日期为 2019 年 8 月 1 日，此日期后请勿银行转

账） 

户    名：中华口腔医学会 

账    号：020000 76090 14459190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 

请务必留言:参会人+牙体年会注册费  

2. 现场报名、交费（现金、刷卡） 

六、交费须知 

1、提前经银行转账或汇款的请妥善保存汇款凭证，填写会议回执（附件 2），

并将回执及汇款凭证图片于 2019年 8月 1日前邮件至 ytyshy12@163.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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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的变更、取消与退款 

   （1）注册变更时，请通过电子邮箱向秘书处进行书面确认； 

   （2）因故不能参加会议但已交费代表，可通过电子邮箱向秘书处进行书面申

请，取消注册并获得退款。其他申请方式不予受理； 

   （3）退款规则如下：2019 年 8 月 1 日前收到取消注册和退款书面申请，秘

书处将原额返还付款人。退款手续将在会议结束后两周内办结。2019 年 8 月 1

日后收到取消注册和退款书面申请，秘书处不予受理。       

3、发票开具事项 

注册费发票由中华口腔医学会提供，请准确提供发票抬头、纳税人识别 

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发票一旦开出，恕不修改及重开。 

http://www.chinadentalsh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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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通住宿费：交通住宿费自理。住宿预订请参考附件 3“上海虹桥绿地

铂瑞酒店及附近酒店信息”。 

八、会议联系人：孙喆 18019790506 ytyshy12@163.com 

欢迎全国口腔界同行、各口腔医学院校教师及学生踊跃投稿，积极参会！ 

 

 

 

 

                    主办单位：中华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2019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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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十二次全国牙体牙髓病学学术大会日程 

    会议地点：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8 月 25-27 日）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 月 28 日） 

2019.8.25   

9:00-22:00 注册报到      地点：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17:00-18:00 全委会会议    地点：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2019.8.26   

8:00~8:30      开幕式        地点：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8:30-12:00     名师讲坛      地点：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8:30- 9:10 人工智能与我们还远么？        梁景平 教授 

9:50-10:30 数字化导航牙髓治疗之动静攻略 凌均棨 教授 

9:10-9:50     显微根尖手术相关问题的思考 余  擎 教授 

10:40-11:20    显微根管治疗中的问题和误区 侯本祥 教授 

11:20-12:00 牙-牙周唇齿相依：浅谈联合治疗的时机抉择 束  蓉 教授 

13:30-17:30 国际大师讲坛    地点：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Root Canal Shaping 

Nicola 

Grande 教授 

全  天 “易学会”技术培训  地点：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8:30-11:30/14:30-17:30 共两场 

每场两个培训项目： 

牙科临床麻醉意外的抢救及心肺复苏培训（30 人/场）、 

CBCT 培训（60 人/场） 

2019.8.27   

8:30-11:30  中青年专家论坛     地点：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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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8:50 光固化因素对树脂基材料表面及整体性能的影响    王晓燕  

8:50- 9:10    一例慢性根尖周炎导致邻牙根尖周透射影的临床诊治

和思考 

王捍国 

9:10- 9:30 核心菌群——口腔生态的平衡器 黄正蔚  

9:30- 9:50    基于“分子筛”特性的纤维外脱矿牙本质疏水性粘接理

论的建立 

古丽莎  

10:10 -10:30 

 

根尖周片及 CBCT 对显微根尖手术结果分析的回顾性

研究 

张  睿  

10:30-10:50 不同培养条件对根管冲洗药物抗生物膜作用的影响 苏  征  

10:50-11:10 左下颌骨囊性病变刮除术联合 显微根尖手术保存活

髓牙治疗术一例----学科交叉治疗：牙体牙髓病科联合

口腔颌面外科 

宋东哲  

11:10-11:30 左下第一前磨牙多根管根管再治疗一例 游洪霞 

14:00-17:15  牙体牙髓疑难病例展示    地点：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14:00-14:20 树脂渗透技术结合家庭漂白治疗氟斑牙病例 阙克华 

14:20-14:40 

 

显微镜辅助下多种镍钛器械联合应用治疗下颌第一磨

牙重度弯曲根管一例 

孙  琼 

14:40-15:00 下颌第一前磨牙低分叉三根管一例 徐力强 

15:00-15:20 意向再植术治疗上颌侧切牙 OehlersⅢ类 B 型牙内陷

1 例 
李  颂 

15:20-15:40 
显微根管外科手术治疗左下后牙远中根不完全根裂一

例 
孙  培 

15:55-16:15 

 

12畸形舌侧沟伴牙周牙髓联合病变治疗病例——RCT

后显微根尖手术、植骨、GTR 及 S 形牙周夹板 

 

汤旭娜 

 

 

16:15-16:35 下颌第一前磨牙 3 根管牙体牙髓一体化治疗 1 例 辛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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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5-16:55 6 例下颌第一磨牙近中三根管，1 例远中三根管报告 汤玲玲 

16:55-17:15 右上第⼆磨牙复杂根管治疗⼀例 徐云龙 

全  天 “易学会”技术培训  地点：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 

 8:30-11:30/14:30-17:30 共两场 

每场两个培训项目： 

牙科临床麻醉意外的抢救及心肺复苏培训（30 人/场）、 

CBCT 培训（60 人/场） 

2019.8.28    

8:30~11:30  CDS 开幕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13:00-16:30  多学科临床病例研讨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主持人：梁景平 教授 

点评嘉宾：岳  林 教授    余  擎 教授   侯本祥 教授     

韦  曦 教授    王勤涛 教授   赖红昌 教授  

赵志河 教授    王贻宁 教授 

 

16:30-17:00 闭幕式    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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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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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单位  

汇款

日期* 
 汇款人*  

汇款金额

（元）* 
 

汇款

方式 
□微信            □银行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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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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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参会交通指南 

1、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线路一：出租车  大约 8分钟，约 20元 

线路二：地铁 2 号线 虹桥 2 号航站楼站  上车  （徐泾东方向）2 站  徐泾东

站下 （6口出）步行  1.2公里 

2、上海虹桥火车站 

线路一：出租车  大约 7分钟，约 18元 

线路二：地铁 2号线  虹桥火车站 上车 （徐泾东方向）1站  徐泾东站下 （6

口出）步行  1.2公里 

注：因浦东机场离会场路程较远，请尽量选择虹桥机场与虹桥火车站到达。院校

集中到达可联系安排接送。 

 

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及附近酒店信息 

1、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青浦区徐泾镇诸光路 1588弄 100号） 

约 800元/间 

2、上海虹桥绿地铂俪酒店（青浦区徐泾镇诸光路 1588弄 200号） 

约 700元/间 

3、上海虹桥诺富特全套房酒店（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 1583号） 

约 600-700元/间 

4、上海虹桥金古源豪生大酒店（上海市闵行区华翔路 1989号） 

约 450-550元/间 

注：所有酒店价格均为参考价，夏季适逢旅游旺季，价格会有上浮。另外，《上

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于今年 7月 1日起施行，根据条例，上海旅行住宿业将

不主动提供牙刷、梳子、剃须刀等一次性日用品，请自行准备以上日用品。 

 

地理位置： 

上海虹桥绿地铂瑞酒店位于虹桥枢纽的核心地段，毗邻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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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约 500米，出行便利。酒店拥有三百余间设计优雅的客房，包括三十余间套

房。该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拥有水疗中心、健身房、游泳池、送餐服务、行李寄

存、干洗、熨衣服务以及 24小时礼宾服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