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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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十 六 届 北 京 口 腔 医 学 新 进 展 报 告 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诚邀您参加第

二十六届北京口腔医学新进展报告会。各学科专家精心设计数项专场内容，致力于打造实用精品课程，

展示口腔临床前沿进展和最新技术。

日期/地点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单位

6 月 9

日

多功能

厅 A

14:00-14:15 新进展学习班开幕式
俞光岩 会长
王健 副主任
郭传瑸 院长

中华口腔医学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种植区骨量不足时的解决方案和临床程序

14:20-14:50 牙槽嵴骨增量技术方案及选择 李德华 教授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

14:50-15:20 短种植体研究分析与临床实践 施斌 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15:20-15:50 倾斜种植体临床应用思考和程序 张健 教授 天津市口腔医院

15:50-16:30

病例分享：美学区轻度牙槽嵴缺损
---骨增量还是软组织移植？ 周建锋 副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病例分享：微创理念下的骨增量技
术 撒悦 副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病例分享：倾斜种植在无牙颌伴牙
槽骨萎缩中的应用 吕昊昕 院长 牙博士口腔

1630-17:00 讨论

李德华 教授
柳忠豪 教授
施斌 教授
张健 教授
满毅 教授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
滨州医学院附属烟台市口腔医院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南开大学附属天津市口腔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6 月 10

日

多功能

厅 A

承魁星志正畸专题论坛：
边缘病例的终极选择：拔牙/不拔牙? & 正畸/正颌?

9:00-12:00

正畸代偿治疗 VS 正颌外科：颌骨畸
形边缘病例的终极选择？ 房兵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

正畸拔牙与否：边缘病例的多维度
考量 卢海平 教授 浙江中医药大学

正畸是否能少拔牙？ 刘怡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6 月 10

日

多功能

厅 A

【名师讲堂】：牙周炎患者正畸治疗的特殊性及技术要点

14:00-15:00
牙周炎患者正畸前的检查、治疗设计和

治疗要点
栾庆先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6:00 正畸治疗中牙周并发症的防治 栾庆先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6:00-17:00 正畸对牙周治疗的作为 施捷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日期/地点 时间 主讲题目 主讲人 单位

6 月 11 日

309B

【一堂好课】口腔门诊中黏膜溃疡性质的识别策略与案例解析

9:00-9:35 口腔黏膜溃疡的诊断策略 陈谦明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9:35-10:10 口腔黏膜溃疡的管理策略 刘宏伟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10-10:45 皮肤病的口腔黏膜损害 王明悦 副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

10:45-11:20 疑难口腔溃疡的规范化诊断 曾昕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1:20-12:00 案例解析与现场释惑
陈谦明 教授

刘宏伟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6 月 11 日

多功能厅

A

如何让口腔种植更轻松？

9:00-10:00 无痛及清醒镇静技术在种植舒适化中的作用 万阔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0-11:00
如何通过治疗设计及微创技术提高种植的舒

适度
宿玉成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1:00-12:00 深度镇静及全身麻醉在口腔种植中的应用 郁葱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6 月 11 日

多功能厅

A

拥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如何处理疑难、风险大的拔牙患者

14:00-15:00 别人能拔的牙齿，我们拔得更好 王恩博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6:00 别人不敢拔的牙齿，我们敢拔 薛洋 副教授 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及牙槽外科专业委员会

16:00-17:00 别人不能拔的牙齿，我们能拔 胡开进 教授 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及牙槽外科专业委员会

学 分：学会级继续医学教育 I 类学分 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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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口腔医学会学术部

2021 年 4 月 26 日

类别 注册费（元/人）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100

非会员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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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华 教授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种植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华

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第四届主任委员，现任陕西省口腔种植专委会主任委

员，国际骨再生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著 30 余

篇，副主编教育部研究生规划教材《口腔种植学》1部，获国际专利 2项、国家

发明专利 2项，专业特长：复杂种植、骨增量、种植美学以及数字化种植等。

施斌 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口腔医院种植科主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

植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口腔医师分会口腔种植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武汉市种植修复专委会主任委员，湖北省口腔种植专委会前任主任委员，国

际种植学会（ITI）Fellow。90 年代初开始从事口腔种植的外科和修复临床和基

础研究工作，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主持多项国家级及省级科研项目，在国内外

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

柳忠豪 教授

博士，主任医师，山东大学口腔临床博士生导师。滨州医学院附属烟台市口腔医

院院长、党委书记。兼任国际口腔种植学会（ITI）中国区沙龙主管、专家组成

员（ITI Fellow），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

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际牙医师学院（ICD）院士，山东省口腔医学会副会长、

口腔医学美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烟台市

口腔医学会会长。在国际及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100 余篇。

张健 教授

医齿学博士，天津市口腔医院（南开大学口腔医院）副院长，教授,主任医师,

研究生导师。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常务委员，天津市口腔医学会口腔

种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口腔种植学会专家组委员, 国际牙医师学院(ICD)

院士，天津市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

满毅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种植科主任，种植教研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口

腔医学会种植专委会常委、国际骨再生基金 Osteology Foundation 中国区执行

委员会（NOG China）会长，口腔数字化产业分会副会长，国际口腔种植牙医师

协会 ICOI 中国专家委员会会长，四川省口腔种植专委会主任委员，Clinical

Implant Dentistry Related Research 中文版副主编。



房兵 教授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正畸科主任

中华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候任主任委员

国际牙医学院院士

美国 Angle 口腔正畸专委会委员

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院士及口腔正畸专科院士国际考官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口腔整形美容分会副会长

卢海平 教授

浙江博凡口腔创始人、美国 Tweed 基金会口腔正畸培训中心教官、傅民魁口腔正

畸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口腔医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华口腔医学会民营

口腔医疗分会第三届主任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第七届副主任委员、

浙江中医药大学口腔医学院原院长、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口腔正畸专科院士

及考官、国际牙医师学院院士、世界牙科联盟牙科执业委员会委员。主编专著四

本，主译一本，副主编专著一本，参与 7本专著的编著。

刘怡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正畸科主任医师，

中华口腔医学会国际部部长，

口腔正畸学博士，

美国南加州大学访问学者。

临床研究方向：口颌功能紊乱的诊断及正畸治疗，早期矫治，骨性畸形的诊断及

治疗。

栾庆先 教授

中国医师协会全民健康促进活动专家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

副主委、北京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牙颌颜面美容分会副会长,全国《牙周病学》慕课第一主

讲人，国家卫健委口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口腔医学 口腔全科分册》)

副主编,全国高等学校研究生规划教材《牙周病学》编委。口腔医学长学制教材

《临床牙周病学》主编。国际牙科研究杂志（JDR)编委。

施捷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华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青

年委员；曾赴美国哈佛大学牙医学院福赛斯研究中心进行访学，深入研究牙周炎

正畸牙齿移动机制；先后参加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攻关计划等科研项

目，获得多项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新技术新疗法重点项目及教学改革基金；1998

年开始参与《中华口腔正畸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正畸牙周联合

治疗。



万阔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无痛牙科治疗中心主任

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北京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妇儿口腔保健分会主任委员

口腔镇静镇痛；舒适化口腔诊疗；孕妇口腔保健与治疗

宿玉成 教授

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北京瑞城口腔医院首席专家、北京口腔种植培训学

院（BITC）首席教官、BITC 大平台总策划。学术兼职有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

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牙医师学院院士、国际口腔种植学会(ITI)专家组

成员、《中国口腔种植学杂志》总编、《口腔医学研究杂志》副主编、《中华口

腔医学杂志》等杂志编委等职。主编《口腔种植学》，翻译《国际口腔种植学会

(ITI)“口腔种植临床指南”》系列丛书，科技部重大专项课题首席科学家，1993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郁葱 教授

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德国 Münster 大学附属医院访问学者。

现任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麻醉学专

委会常委等。承担多项国家卫健委、重庆市科委、重庆市卫健委科研课题，发表

科研论文 20 余篇，SCI 收录 12篇，主编著作 2部。

陈谦明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浙江省口腔医院)、浙江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口

腔医学博士，遗传学博士后，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

师。曾获得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卫生部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教学名师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

论文指导教师、中国科协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原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等荣誉。

刘宏伟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黏膜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长期从事口腔黏膜病专业医教研管工作。兼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副秘书长、中华口

腔医学会第六届口腔黏膜病专委会主任委员、国际牙科研究会会员、国际牙医师

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口腔黏膜溃疡病学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中华医学会激光医学

分会第八届、第九届委员会光动力诊治与肿瘤学组成员



王明悦 副教授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总干事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质量控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免疫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自身免疫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

曾昕 教授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黏膜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委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黏膜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研究方向为口腔黏膜疾病的病因与防治，对疑难罕见口腔黏膜疾病的诊治积累了

丰富经验

主编《案析口腔黏膜病学》第 1版、第 2版(人卫社) 主编英文专著 Case-based

Oral Mucosa Diseases(Springer 出版集团与人卫社联合出版) 等

王恩博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门诊主任，主任医师

中华口腔医学会牙槽外科专委会委员，北京口腔医学会口腔颌面外科专委会常

委，北京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委会委员。

主要从事牙槽外科的医、教、研工作，专业特长包括微创拔牙，阻生牙、复杂牙

拔除，颌骨囊肿治疗，种植外科及种植前外科等。

研究方向包括牙源性囊肿和肿瘤的生物学行为与骨吸收相关性研究，微创化器械

及骨充填材料在牙槽外科领域等等应用等系列临床研究。

薛洋 副教授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口腔外科副主任。现任中华口腔医学会牙及牙槽外科专委

会常委兼学术秘书，陕西省口腔医学会口腔急诊专委会委员，陕西省口腔医学会

口腔颌面外科学专委会青委兼工作秘书。发表 SCI 论文 11篇，副主编/副主译专

著 3部、参编/参译专著 6部；获省部级以上课题 2项，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项、二等奖 1项，陕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邱蔚六口腔颌面外科发展基金

希望奖 1项；获陕西省住院医师规培优秀带教老师。

胡开进 教授

主任医师。任国际牙医学院院士，中华牙及牙槽外科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华口腔

颌面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陕西省口腔颌面外科专委会主任委员。国家研究生

统编教材《牙及牙槽外科学》及本科统编教材《口腔颌面外科学配套光盘》主编，

国家规培教材《口腔颌面外科分册》编委，中国口腔颌面外科杂志等 8本杂志编

委。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版专著 37 部，获国家、省级课题 15 项，国家、省级

奖励 19 项，国家专利 11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