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 

2021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国儿童口腔医学学术大会 

（第一轮通知） 

全国各口腔医学院校、医疗机构： 

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承办

的“2021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第十一次全国儿童口腔医

学学术大会”将于 2021 年 11 月 10–12 日在湖北武汉召开，会议诚邀全国儿童口

腔医学以及口腔届同行就儿童口腔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临床技术进展进行交

流。为促进我国儿童口腔医学事业的发展，改变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

状，本次会议同期还将举办“首届地方儿童口腔专业委员会发展论坛”。现将会

议安排通知如下： 

学分信息：正式注册付费并参会的代表可获国家级 I 类继续教育学分 4

分。（项目编号：口继教字 2021-042） 

一、会议基本信息：  

会议主题：儿童口腔医学多学科交叉论坛 

会议时间：2021 年 11 月 10 日-12 日 

会议地点：武汉市洪山宾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 号）  

会议日程：（详见附件 1） 

1）11 月 10 日

09:00-17:00 大会注册报到（注册地点：武汉市洪山宾馆一楼大堂）

13:00-14:00 专委会常委及全委会议 

14:00-17:00 首届地方儿童口腔专业委员会发展论坛 

2）11 月 11 日

08:30-09:00 开幕式

09:00-12:00 专家讲坛   

14:00-17:00 专题演讲/学术研讨 



3）11 月 12 日

09:00-12:00 专题演讲/学术研讨

14:00-16:30 专家讲坛 

16:30-17:00 闭幕式 

二、会议征稿：（详见附件 2） 

儿童龋病、牙髓病根尖周病治疗，儿童口腔舒适化治疗，儿童牙外伤序列

治疗，咬合诱导及错𬌗畸形的早期矫治，儿童口腔医学基础研究前沿及儿童口

腔临床护理等。 

投稿截止时间：2021 年 9 月 10 日 

三、儿童口腔优秀临床病例与优秀基础研究展示：（详见附件 3-4） 

报名截止时间：2021 年 9 月 10 日 

四、会议注册：  

1）注册费标准

2）注册缴费方式（不接受现场现金或银行卡注册缴费）

关注微信“中华口腔医学会”公众号，进入公众号的“会员天地”，再进入“学

术会议报名”，点击链接（https://mp.cndent.net/checkme），按提示找到“2021年

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委会第十一次全国儿童口腔医学学术大会”，填

写学术会议注册信息提交报名。 

如需使用公务卡缴费，可先将公务卡绑定到微信，再按以上步骤操作至微

信缴费时手动选择支付方式为公务卡。第一次关注中华口腔医学会微信公众号

者，需先完成个人信息绑定，再进行会议注册报名。 

3）缴费须知

注册付费日期 
儿童口腔专科会员  

CSPD 会员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

员  CSA 会员 
其他代表 

护士/技师/学生 

（凭有效证件） 

8 月 31 日前（含） ¥1000 元/人 ¥1100 元/人 ¥1400 元/人 ¥500 元/人 

9 月 1 日-11 月 12 日 ¥1300 元/人 ¥1400 元/人 ¥1700 元/人 ¥800 元/人 

https://mp.cndent.net/checkme


注册费发票为电子发票，由中华口腔医学会提供，会后 10 个工作日内发送

至预留邮箱，请准确提供接收邮箱、发票抬头、税号等信息，发票一经开出

后，恕不修改及重开。 

取消参会及退费说明：因故不能参会但已缴费，可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

前，通过专委会电子邮箱 cszh_csa@vip.163.com 进行申请，取消注册，其他申

请方式不予受理。退款手续将会在会议结束后两周左右办结，原额返还付款

人。专委会将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审核通过的退费申请，汇总后报学会财务

部统一办理，逾期不予受理。 

五、住宿和交通： 

会议期间住宿和交通自理。请根据会址自行预订酒店，大会不作统一安

排。推荐酒店 1：武汉市洪山宾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1 号） 

推荐酒店 2：武汉洪广大酒店（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782 号） 

推荐酒店 3：武汉丽江饭店（武汉市武昌区体育馆路 5 号） 

推荐酒店 4：汉庭酒店洪山广场地铁站店（中南路 80 号中南大厦 1 楼） 

六、会务联系方式： 

电话：18907135565  邮箱：etkqzwh2021@163.com 

注：此会议通知由本次会议组委会发布，仅供办理与申请参会有关的手续。任

何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修改或挪为他用。 

主办单位：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mailto:etkqzwh2021@163.com


附件 1 

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 

第十一次全国儿童口腔医学学术大会会议日程

日期 时间 日程 

2021.11.10 (周三) 

全天 注册报到 

下午 13:00 - 14:00 专委会常委会议 

下午 14:00 - 17:00 首届地方儿童口腔专业委员会发展论坛 

2021.11.11 (周四) 

上午 08:30 - 09:00 开幕式 

上午 09:10 - 12:00 专家讲坛 

下午 13:30 - 17:30 

分会场一：儿童龋病及牙髓病根尖周病研究 

分会场二：儿童牙外伤的序列治疗 

分会场三：优秀临床病例展示 

全天 临床病例和基础研究壁报展示 

2021.11.12 (周五) 

上午 08:30 - 12:00 

分会场一：咬合诱导及错𬌗畸形早期矫治 

分会场二：儿童口腔舒适化治疗及护理 

分会场三：优秀基础研究展示 

下午 13:30 - 16:30 专家讲坛 

下午 16:30 - 17:00 闭幕式 

全天 临床病例和基础研究壁报展示 



附件 2 

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 

专题演讲论坛征稿通知 

全国各口腔医学院校、医疗机构： 

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承办

的“2021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第十一次全国儿童口腔医

学学术大会”将于 2021 年 11 月 10–12 日在武汉召开。本次会议“专题演讲论坛”

将分为六个会场、六大主题同时进行，现就论坛征稿，要求如下： 

一、征文主题： 

儿童龋病、牙髓病根尖周病、儿童牙外伤、儿童口腔舒适化治疗、咬合诱

导及错𬌗畸形的早期矫治、儿童口腔临床护理的相关临床及基础研究。 

二、征文要求： 

稿件字数 500-1000 字，以摘要形式，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包括

必要的诊疗图片与分析。标题采用中英文，标题下方注明作者姓名、单位、邮

箱、联系电话、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截稿时间：2021 年 9 月 10 日。 

三、投稿方式： 

请以 pdf 格式，通过问卷星投稿：https://www.wjx.cn/vj/tYGiVv3.aspx 

四、评审和交流： 

经专委会遴选的专家评审入选后，将在“第十一次全国儿童口腔医学学术会

议”进行大会交流，请入选作者提前准备 8 分钟汇报 PPT。 

五、壁报要求： 

格式：尺寸 90cm×120cm（竖版），图文结合，精度 300dpi 以上，作者信

息（照片、姓名、职称、单位）统一标明在壁报左上角，发送至组委会邮箱

etkqzwh2021@163.com。 

六、要求报名者符合以下条件： 

①原创病例或研究；②中华口腔医学会有效会员。

欢迎全国口腔界同行、各口腔医学院校教师踊跃投稿，积极参会！ 



附件 3 

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 

优秀临床病例展示 

 

全国各口腔医学院校、医疗机构： 

为推动全国儿童口腔医学发展、推广儿童口腔医学规范化诊疗理念、提高

儿童口腔医师的临床医疗水平，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主

办，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承办，2021 全国儿童口腔医学学术大会“优秀临床病例

展示”征稿正式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稿要求： 

本次投稿病例需以儿童口腔专业为主，可涉及其他相关专业，病例必须为

作者原创，且未在国家级或省级大赛中投稿。请按照病例标准内容模板格式填

写，每位作者只提供 1 份病例。 

二、投稿方式： 

请以 pdf 格式，通过问卷星投稿：https://www.wjx.cn/vj/tYGiVv3.aspx 

三、截稿时间： 

2021 年 9 月 10 日 

四、评审和展示： 

采取专家评审方式。经专家初评入选后，将在“第十一次全国儿童口腔医学

学术大会”进行壁报展示。评审结果将于 2021 年 9 月公布。优秀病例将于大会

壁报展示后选出，优秀代表可参加“第十一次全国儿童口腔医学学术大会临床病

例展示”。 

五、要求投稿者符合以下条件： 

①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科会员，年龄 40 岁以下；②提前注册报

名本次年会；③优秀病例入选作者必须参加 2021 年 11 月 11–12 日“全国儿童口

腔优秀病例壁报展示”，否则视为弃权；④优秀代表参加“第十一次全国儿童口

腔医学学术大会临床病例展示”的作者需提前准备 8 分钟汇报 PPT。 

六、病例标准内容（病例资料和图片中请勿出现投稿者个人信息包括姓

名、单位、导师等）： 



1、基本情况：患者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和其他社会背景等一般基本信息。 

2、主诉。 

3、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全身情况。 

4、口腔检查： 

口外检查：包括患者的整体情况。 

口内检查：包括牙体牙髓组织病损、发育缺陷、充填体情况、松动度、必要的

牙髓活力检查等。 

5、影像学检查：选择恰当的影像学检查。 

6、照相图片：重要的治疗前后照片，以及与病例相关的任何重要细节。 

7、诊断。 

8、治疗计划。 

9、治疗步骤：按照治疗顺序介绍相关治疗过程和最终治疗结果。 

10、随访：展示对患者的追踪和随访。 

11、体会及讨论：结合患者诊疗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进行讨论，要求有文献支

持。 

 

 

 



附件 4 

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 

优秀基础研究展示 

 

全国各口腔医学院校、医疗机构： 

为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展示我国儿童口腔医学基础研究的优秀成果，以促

进儿童口腔医学的学术交流、开阔科研思路、活跃科研气氛，由中华口腔医学

会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承办，2021 全国儿童口腔

医学学术大会“基础研究展示”征稿正式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稿要求： 

需以儿童口腔专业为主，可涉及其他相关专业，必须为作者原创，且未在

国家级或省级大赛中投稿。稿件内容包括作者姓名和单位、摘要、必要的研究

图片、分析及结论；每位作者只提供 1 份研究成果。 

二、投稿方式： 

请以 pdf 格式，通过问卷星投稿：https://www.wjx.cn/vj/tYGiVv3.aspx 

三、截稿时间： 

2021 年 9 月 10 日 

四、评审和展示： 

采取专家评审方式。经专家初评入选后，将在“第十一次全国儿童口腔医学

学术大会”进行壁报展示。评审结果将于 2021 年 9 月公布。将评选出优秀研究

成果代表参加“第十一次全国儿童口腔医学学术大会基础研究展示”。 

五、要求投稿者符合以下条件： 

①中华口腔医学会儿童口腔医学专科会员，年龄 40 岁以下；②提前注册报

名本次年会；③优秀研究成果入选作者必须参加 2021 年 11 月 11–12 日“全国儿

童口腔优秀基础研究壁报展示”，否则视为弃权；④优秀代表参加“第十一次全

国儿童口腔医学学术大会基础研究展示”的作者需提前准备 8 分钟汇报 PP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