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华 口 腔 医 学 会

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口腔设备材料展览会学术交流与培训班通知

一步一步做好口腔护理四手操作

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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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

口腔院感防控规范化管理：

1. 邀请院感专家就消毒供应中心的管理、感染暴发案例分析进行讲解分析。

2. 结合口腔临床实际讲解空气、物表的消毒以及小型灭菌器的使用。

3. 采用理论与操作相结合的形式，对课程中的具体防控措施和基础流程进行实践。

规范化四手操作及材料调拌技术培训班：

4. 项目主要介绍四手操作技术原则、体位、技术要点等以及口腔门诊常用材料调拌材料性能、

调拌要点、评价标准。

5. 采用理论授课和实践操作有机结合的形式。针对理论授课设计实践环节，有临床护理专家一

对一解疑答惑。

口腔种植修复临床护理专家共识解读：
6. 本次培训将根据中华口腔医学会颁布的“口腔种植修复临床护理”专家共识进行详尽解读。

7. 培训分理论授课和实践操作两个环节，学员在实践中可在专家指导下很好的将理论知识融会贯通，真

正做到学以致用。

学 分：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6 分。

地 点：国家会议中心三层 303AB 会议室

报到及注册：一层 C3 门内中华口腔医学会注册台（8:30-17:00）

注 册 费：会员免费

非会员 300 元/天



中华口腔医学会学术部

2021 年 4 月 27 日

日期 时间 主题 主讲题目 主讲人 主讲人单位

6 月

9 日

9:00-9:30

口腔院感防控

规范化管理

中国医疗标准 王强 教授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管中心

9:30-10:20 小型灭菌器的灭菌与监测 沈瑾 副主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20-11:10 手术部位感染暴发案例分析与思考 蔡虻 教授 北京医院

11:10-12:00 消毒供应中心感染控制关注重点 张青 主任护师 北京协和医院

14:00-15:00 口腔门诊院感防控要点 李秀娥 主任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7:00

操作实践：

小型灭菌器的装载与使用

口腔器械的机械清洗

李秀娥 主任护师

王春丽 副主任护师

王倩 主管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6 月

10 日

9:00- 10:00

规范化四手操

作及材料调拌

技术培训班

人体工程学原理与四手操作技术 李秀娥 主任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 11:00 四手操作在院感防控中的作用 徐佑兰 主任护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 12:00 橡皮障隔湿技术 胡菁颖 副主任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00- 15:00 口腔医学摄影实用技术 王春丽 副主任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 15:40 硅橡胶印模材调拌技术 杜立 副主任技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40-17:00

操作实践：

口内摄影实践

医护体位、器械的传递与交换

硅橡胶印膜材调拌

橡皮障隔湿技术实践

李秀娥 主任护师

王春丽 副主任护师

胡菁颖 副主任护师

杜立 副主任技师

王倩 主管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6 月

11 日

9:00-10:00

口腔种植修复

临床护理专家

共识解读

“口腔种植修复临床护理”专家共识

背景与制定
李秀娥 主任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1:00 口腔种植手术护理配合 尹丽娜 主管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12:00 口腔种植器械的清洗消毒与灭菌 张亚池 主管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00-15:00 口腔种植上颌窦提升术的护理配合 徐燕华 副主任护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

医院

14:00-14:40
操作演示：

口腔种植手术术前准备

口腔种植手术护理配合

李秀娥 主任护师

王春丽 副主任护师

张亚池 主管护师

尹丽娜 主管护师

田丽娜 护师

安阳 主管护师

宣岩 主管护师

王倩 主管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40-17:00
操作实践：（分四组）

口腔种植手术术前准备

口腔种植手术护理配合

报名方式：微信注册、缴费

扫码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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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发送的链接→点击“北京展学术会议报名”，然后填

写信息完成注册缴费（报名成功以完成缴费为准）

联系人：于硕 电话：010-62116665-213
E-mail：yushuo@cndent.com



李秀娥，主任护师

护理部主任。研究方向及特长：口腔护理、护理管理。现任第八届国家卫生健康

标准委员会医院感染控制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第一批专家、

中华护理学会口腔科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护理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护理学会口腔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承担科研项目 10 项、

获专利 2项、发表论文 70篇、编写书籍 20 部。

王强 教授

外科学博士，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师从国内著名外

科学教授，全军普通外科主任委员窦科峰教授。从事临床工作十余年，具有较丰

富的临床实践工作经验。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医院协会医

疗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近 10 年以来先后从事公立医院党建、医疗标准管

理、临床实践指南评价等工作。近五年在《中国医院》《中华消化杂志》《中国

循证医学杂志》等杂志发表文章 20 余篇

沈瑾 副研究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消毒与感染控制中心副主

任，兼任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消毒标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华预防医学会

消毒分会常委兼秘书长，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消毒与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老年医学学会感染管理质量控制分会青年委员，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和中国消

毒学杂志审稿专家。

主要从事消毒与传染病防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障、消毒与医院感染控制等相

关工作和科学研究。

蔡虻 处长

北京医院医院感染管理处（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主任护师、硕士学位。现任

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中国医院协会

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护理学会第 27 届医院感染护理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感染管理质量控制分会副会长，国家医院感染管

理质控中心专家组成员，北京市医院感染质控中心专家。

张青 主任护师

北京协和医院消毒供应中心执行总护士长

中华护理学会消毒供应中心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消毒与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消毒技术与设备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医院管理协会感染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医院感染控制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

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消毒标准专业委员会委员



王春丽 副主任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总护士长兼儿童口腔科护士长。具有丰富的口腔护理管理

与临床护理经验。担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护理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华护理学会

口腔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工作。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8 篇；主编书籍 2部；

承担院级课题项目 3项。

胡菁颖 副主任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二科护士长。

全科综合诊疗的各项护理配合技术、四手操作技术、口腔健康咨询、口腔护理教学等

工作

第一作者在核心杂志发表文章 12 篇

主编口腔健康宣教书籍 2部,参编口腔护理专业书籍 2部.

徐佑兰 主任护师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硕士学历。专业特长：护理管理、口

腔正畸、颌面外科护理。现兼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护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

护理学会口腔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护理学会第十二、十三、十四届理常务

事会 常务理事、湖北省护理学会口腔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杜立 副主任技师

国内最早从事口腔正畸医学摄影工作。 担任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每年研究

生、进修生《口腔医学摄影》的授课老师。 曾在中国国际口腔设备材料展览会

暨技术交流会上作《口腔正畸医学摄影》讲座。 主持并授课国家级继续医学教

育项目《口腔正畸医学摄影技术》培训班。 为《口腔数码摄影》一书的主编之

一。 在核心期刊发表相关文章及讲座数篇。

尹丽娜 主管护师

护士长，主管护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口腔护理、护理管理，

参与了《种植修复护理临床专家共识》编写工作，

并参与编写和翻译了多部口腔护理相关书籍。

张亚池 主管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种植科护士长

文章发表：1.口腔种植修复治疗过程中 9例全身并发症急救及预防分析

2.颧骨种植体植入围手术期护理

参写书籍：1.口腔种植手术学图解

2.实用口腔颌面外科护理

3.口腔种植修复临床护理专家共识



徐燕华 副主任护师

北京口腔医院种植中心护士长，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护理专委会委员，北京护理

学会医院感染工作委员会委员。

从事口腔种植护理工作二十余年，在种植护理及感控管理、种植专科护士培养等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参编书籍三部，参加多项种植科研课题，在核心期刊发

表第一作者论文 10 余篇。

田丽娜 主管护师

从事口腔临床护理工作 20 年，从事口腔外科及种植外科管理 8年。

专业特长：种植外科护理配合、口腔高值耗材管理；急救护理配合。

安阳 主管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副护士长、口腔外科护士长，主管护师，中华护理

医学会口腔专科护士。从事口腔临床工作 18 年，从事从事口腔护理管理工作 14

年，擅长口腔院感防控管理。

宣岩 主管护师

现任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二门诊部护士长,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护理分会会员，

医促会口腔护理学组组员，北京护理学会会员。擅长护理管理、口腔修复护理及

口腔种植修复护理理论及临床实践。参与口腔护理相关专业书籍部分章节的撰

写。参与撰写中华护理学会口腔护理分会的《口腔种植修复临床护理专家共识解

读》部分章节。

王倩 主管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护理部干事，主管护师，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护理专业委员会

工作秘书。研究方向：口腔护理。曾担任《实用口腔护理技术》一书的编写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