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室 会议名称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单位 收费标准

14:00-14:15 新进展学习班开幕式

致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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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15:15 以“失”为鉴一一陷阱病例的思考 房兵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15:15-16:15 正畸治疗中的美学考量 厉松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6:15-17:15 传统矫治理念在当代正畸治疗中的应用 韩冰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岳林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侯本祥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谢松志 副教授 台北医学大学牙学院

欧阳翔英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王勤涛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李刚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曾剑玉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于秦曦 教授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牙科系

张震康 教授
中华口腔医学会创会会长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名誉院长

09:00-11:30

13:00-14:00 即刻种植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暂定） 李德华 博士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14:00-15:00 无牙颌种植策略 满毅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5:00-16:00 即刻美学种植 张宇 副主任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6:00-17:00 未来已来-数字化种植修复技术浅谈 李率 副主任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理论授课：机用镍钛锉根管机械预备操
作要点

侯本祥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理论授课：热牙胶垂直加压根管充填操
作要点

岳林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张琛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李红 副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王祖华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陈晓播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理论授课：机用镍钛锉根管机械预备操
作要点

侯本祥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理论授课：热牙胶垂直加压根管充填操
作要点

岳林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张琛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李红 副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王祖华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陈晓播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Sino-Dental 2019 学术活动一览表

6月9日

民营口腔论坛

牙周、根尖周病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论谈中国民营口腔发展模式——当口腔
医学遭遇商业资本

操作培训: 根管预备&根管充填

操作培训: 根管预备&根管充填

会员：100元
非会员：200

元

会员免费
非会员：100

元

免费

免费

限80人
会员：600

元；
非会员：900

元

限80人
会员：600

元；
非会员：900

元

多功能厅A

多功能厅B

多功能厅
C

报告厅

301

第24届北京口腔医学
新进展报告会——

正畸专场

热点论坛——牙周、
根尖周病变的诊断和

鉴别诊断

第五届张震康论谈

卡瓦大讲堂

一步一步做好根管治
疗

14:00-17:00

14:00-18:00

09:00-12:00
（A班）

14:00-17:00
（B班）



302 金悠然隐形正畸专场 09:00-12:00 透明矫正器前牙美学正畸
潘晓岗 副主任医
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免费

302 金悠然贴面专场 14:00-17:00
超薄贴面在多学科联合美学治疗中的应
用

孙凤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免费

303 古莎齿科公司专场 09:30-12:00
赵奇教授与您探讨：树脂美学修复中的
常见问题

赵奇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免费

牙周炎患者正畸牙周联合治疗的关键点 施婕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牙周骨增量手术辅助正畸治疗 李小彤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正畸牙列移动的骨性边界 刘怡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306A
瑞士口腔洁治

第四届牙医沙龙
09:00-12:00 营造洁牙新体验，获取患者信任度 练强 医师 百色练强口腔 免费

306A
新亚-全同步带状弓矫

治技术专场
14:00-17:00

更简、更快、更稳——全同步带状弓矫
治器的力学思考与临床应用

张玉华 主任医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免费

口腔局部麻醉技术以及麻醉风险探讨 龚怡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儿童口腔舒适化治疗关键点把控 尚佳健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4:00-15:00 正畸中的支抗应用 李巍然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7:00
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漫谈自锁矫治
的优与劣

左艳萍 教授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09:00-10:00 如何通过牙周治疗挖掘潜在客户 闫夏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1:00 正畸治疗中的牙周维护 施捷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12:00 让预防维护的价值最大化 毕立峰 讲师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4:00-14:05 开场致辞 尹海燕 部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心
健康产业促进部

14:05-14:35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口腔产业趋势报告 陈怡宁 总编 医趋势

14:35-14:45
倡议成立“中国口腔产业发展推进组”
（暂定名）

14:45-15:05 中国口腔服务资源调研报告 郑树国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5-15:25
从本土生产企业角度看中国口腔市场现
状及发展预期

窦波 总经理 西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15:25-15:45
从渠道角度看中囯口腔行业的现状趋势
及机遇

李强 总裁 华光口腔集团

15:45-16:05 牙科技工产业现状与前瞻
Alwin NGAI 
首席运营官

现代牙科集团有限公司

16:05-16:25 口腔信息化和产业互联网发展趋势 吴志家  董事长
上海领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
人、董事长兼CEO

16:25-16:45
总结与讨论：刘福祥，王鸿娟，吕桑
窦波，李强，Alwin NGAI ，吴志家

09:40-10:20 数字化种植修复技术的运用与思考 邸萍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20-11:00 不同拔牙位点的种植时机选择 满毅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1:00-11:40 当代种植系统设计及临床意义 张宇 副主任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40-12:20 威高种植系统临床应用报告 邓悦 主任 青岛市口腔医院

14:00-15:30 when aligner meets IPR 侯彦 博士 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15:30-17:00 隐形矫正的加法与减法 王星星 主任 正雅隐形矫治中国中心

09:00-09:45
婴幼儿龋治疗的新理念：阻断性治疗与
评估体系

秦满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09:45-10:30 低龄儿童龋修复术的选择与技术要点 尚佳健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0:30-11:15
乳牙牙髓治疗方法疗效观察和影响因素
分析

夏斌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15-12:00 做好儿童无痛治疗，防范诊疗风险 邹静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免费

免费

免费

303

306B

306B

307

308

308

星辰三比专场：正畸
临床的牙周考虑

法国赛普敦专场

西湖专场

飞利浦口腔健康专场

"臻”知“卓”见—
WEGO威高 口腔种植

专场

正雅无托槽
隐形矫治专场

14:00-17:00

09:00-12:00

国际牙科产业峰会

免费

免费

免费

相关专家及企业代表

主持人：闫卓群 义获嘉伟瓦登特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

免费307



12:00-12:15

13:30-14:15
年轻恒牙牙髓再生、根尖诱导成形术与
MTA根尖封闭术，孰是孰非？

彭楚芳 副主任医
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15-15:00 牙挫入的治疗原则和预后影响因素 赵玉鸣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5:15

15:15-15：45 儿童间隙管理与咀嚼功能恢复 刘鹤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45-16:45
见微知著 防微杜渐--儿童早期矫治热点
之我见

谷岩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6:45-17:00

13:30-13:40 开幕式

13:40-14:30
与人共舞
一一医用机器人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赵铱民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14:30-14:40

14:40-15:30
HIV职业暴露感染的危险性评估和职业
暴露的处理

孙正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5:30-15:40

15:40-16:30
从防治结合的角度
看儿童口腔疾病诊疗的理念——现在和
将来

郑树国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6:30-16:40

16:40-17:30
从循证医学的角度看全牙弓即刻种植修
复可行性与与临床问题

林野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7:30-17:40

09:30-10:00

种植体设计——材料、表面处理、形态
、操作配件
 (不同牙种植体的形态的临床操作小技
巧)

满毅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00-10:20
数字化美学、咬合、功能、面部诊断和
设计

师晓蕊 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20-10:40
修复材料——陶瓷、树脂、混合物、高
分子

刘诗铭 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40-11:10
数字化种植——口扫、设计软件、导板
结构、打印材料、导航应用

刘峰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10-11:40
从IDS看口腔医学产业创新和发展（翻
译：师晓蕊）

11:40-12:00 从Sino-Dental看口腔产业创新和发展

12:00-12:20 人卫原创图书签售会 刘峰、满毅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3:30-14:30 美学区全瓷修复的方案设计和材料选择 马楚凡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14:30-15:30
以终为始 —— 种植位点合理设定和精
确实现

刘峰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30-16:00
从始至终 —— 数字化全程实时引导助
力精准种植

王妙贞 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6:00-17:00
微笑设计引导的前牙骨增量与无牙颌导
航技术

满毅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张健 教授 天津市口腔医院

徐欣 教授 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

周永胜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Dr. Shakeel 
Shahdad

The Royal London Dental 
Hospital

畅所欲言（本单元授课专家）

本单元主题：年轻恒牙临床问题的对策

畅所欲言（点评专家：本单元授课专家）

本单元主题：儿童咬合诱导

畅所欲言（点评专家：本单元授课专家）

提高种植治疗的长期可预见性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中国医师协会口腔医师分会领导致辞

互动提问

互动提问

互动提问

互动提问

特邀国际专家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

免费

309A

309B

310

310

311A

儿童口腔科疑难问题
解析

第十七届口腔医师论
坛

国际口腔医学产业发
展趋势调研

口腔医学产业发展趋
势论坛——数字化修

复与数字化种植

ITI教育日 09:00-17:00

会员：900
元；

非会员：1200
元

免费

免费

免费



Dr. Rene 
Olivares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09:30-10:30
见微知著，冠根始终——根管治疗后牙
体修复

黄翠、王茜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刘琦 拜博口腔北京总医院

杨静文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30-12:30
知微见远，持周以恒——显微技术在牙
周治疗中的应用

张海东、闫夏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00-15:30 “数字化正畸-你准备好了吗?” 刘怡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30-17:00
敢问“根”在何方？-浅析正畸的牙周边
界

贺红 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402 TRIOS 3发布会 09:00-12:00 3Shape TRIOS 3发布会

402 E4模型扫描仪发布会 14:00-17:00 E4模型扫描仪发布会

403 欧罗德卡专场 14:00-17:00 现代科技下弯曲根管的预备 黄正蔚 主任医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
民医院

免费

09:00-10:30 口腔四手操作新进展 李秀娥 主任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30-11:20 橡皮障隔湿技术的应用
王春丽 副主任护
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20-12:00 玻璃离子水门汀调拌技术 孙伟 主管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00-14:50 硅橡胶印模材调拌技术
李雅瑾 副主任护
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6:00
四手操作技术、橡皮障隔湿技术操作实
践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6:00-17:00
玻璃离子水门汀 、硅橡胶印模材调拌技
术操作实践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09:00-10:00
附着龈宽度和厚度对牙周及种植体周健
康的影响

周爽英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1:15
软组织增量手术在天然牙和种植体周软
组织缺陷中的应用

欧阳翔英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15-12:00 软组织增量手术的病例报告与讨论
钟金晟 副主任医
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3:30-16:30
软组织增量手术中的缝合方法及技巧：
方法介绍及操作练习

欧阳翔英 教授
周爽英 主任医师
钟金晟 副主任医
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会议室 会议名称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单位 收费标准

09:00-09:15 用学术原创精品推动学科创新发展 杜贤 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

09:15-09:40 繁星满天出版后的思考 樊明文 教授 江汉大学口腔医院

09:40-10:05
《口腔科常见及多发病就医指南系列》
丛书首发式

周学东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10:05-10:30
《2018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
口腔医学分册》首发式

郭传瑸 院长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30-10:55
推动国内口腔种植学的健康发展：责任
与义务

宿玉成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10:55-11:20 口腔美学——理想与追寻，过往与未来 刘峰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20-12:00

13:30-14:00
如何避免种植手术及二期手术和取模的
毫米级误差

满毅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14:00-14:30
如何使牙周炎患者达到临床健康状态的
关键技术和理念

潘亚萍 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人卫口腔最新原创精
品图书分享品读会

大宴会厅
学术专区

6月10日

现场抽奖赠书和小型签售

406

李秀娥、王春丽、
孙伟、李雅瑾

免费

免费

免费

会员：900
元；

非会员：1200
元

非会员：
6200元；
会  员：

6000元；
牙周专科会

员：
5900 元

免费

311B

311B

405

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
专场——显微技术在
口腔多学科的精准应

用

IMD正畸专场

规范化四手操作及材
料调拌技术培训班

软组织重建手术在天
然牙和种植体周的应
用——手术操作高级

课程

10:30-11:30
知微见远，镜观植变——种植及并发症
个性化处理



14:30-15:00 口腔正畸的策略、控制与技巧 白丁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15:00-15:30
口腔舒适化医疗的新进展——口腔麻醉
并发症及处理

郁葱 主任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5:30-16:00
勿以戈舂米，勿以筌为鱼——浅谈《面
弓牙合架基本技术与应用》

师晓蕊 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6:00-16:30

09:00-10:00 有意向种植患者微创牙槽外科处理 王恩博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1:00 药物性相关颌骨坏死诊疗争议 潘剑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1:00-12:00
根尖周病变导致根尖周骨缺损的处置方
案

王霄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4:00-15:00 后牙重度磨耗的全瓷美学修复方案选择 谭建国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6:00 髓腔固位修复体临床应用体会 江青松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6:00-17:00
复杂微创瓷修复体的粘接—舌贴面、
贴面、三明治

黄翠 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09:00-10:30 饱满的微笑 白丁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30-12:00 正畸治疗之美学目标—能与不能 李巍然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多功能厅
B

PASS讲坛：如何利
用颅面生长发育简化

正畸治疗？
14:00-17:00

PASS讲坛：如何利用颅面生长发育简化
正畸治疗？

许天民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会员：600
元；

非会员：900
元

09:00 -10:00
重度软硬组织不足的外科增量与修复补
偿的成本效益考虑

邸萍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 -11:00 软硬组织缺损患者的种植修复与重建 耿威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 -12:00 即刻种植：临床原则与风险控制 宿玉成 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4:00 -15:00
引导骨再生技术在口腔种植中的临床应
用

陈波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 -16:00
连续285例经牙槽嵴顶上颌窦底提升的
器械使用方式及并发症

陈明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6:00 -17:00
自体块状骨植骨种植的外科原则及风险
防范

邱立新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09:00-11:00
声动大块树脂SonicFill在牙体修复中的
应用

陈智 博士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王甝 主治医师 瑞尔齿科

Wyman Chan 英国牙齿美白博士

13:00-14:00

14:00-15:00 数字交互技龋齿诊断技术 冯琳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7:00
iCARE齿间人生-你的青春不迷茫，帮助
青年牙医自我成长

09:00-10:30
如何用显微镜提高治疗的精准度和教学
质量

孙昌洲 主任 北京卓越口腔诊所

10:30-12:00
“知微见远”-生物学导向的显微牙周种
植理念

刘琦 院长
拜博口腔院长
欧洲骨整合学会（EAO）会员

全口种植修复-如何利用全程数字化技术
实现可预期的种植效果？

Mario Beretta 高
级医师

米兰ICP牙科诊所种植部

全口种植修复-以终为始 张宇 副主任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09:00 -10:00 院感安全管理 付强 教授
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国家医院感染质量管理与控制中
心

10:00 -11:00 医院感染现状与展望 马小军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多功能厅A

多功能厅B

多功能厅C

报告厅

301

301

现场抽奖赠书和小型签售

第24届北京口腔医学
新进展报告会——微

创牙槽外科专场

第24届北京口腔医学
新进展报告会——修

复专场

名师讲堂——正畸美
学专场

牙种植骨增量：
临床原则与风险控制

卡瓦大讲堂

速迈专场

汉瑞祥
全口种植修复专场

11:00-12:00

14:00-17:00

聊聊口腔那些尴尬的事儿

牙椅使用中的感染控制管理

单伟文，陈曦，程铮，丁鹏，曾科，洪水清，方明，
韩迎星，朱德俊

会员：900

会员：100元
非会员：200

元

会员免费
非会员：100

元

会员：900
元；

非会员：1200
元

免费

免费

免费



11:00 -12:00 消毒灭菌的规范管理 巩玉秀 主任护师
国家卫生标委会
医院感染控制标委会

14:00-14:45 中国医疗标准 王强 研究员
国家卫健委
医管中心医疗标准管理处

14:45-15:30 口腔器械处理原则 李秀娥 主任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40-16:30 小型灭菌器的使用与监测 徐佑兰 主任护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09:00-10:10 无牙颌复杂病例分享
JÜRGEN  
FEIERABEND

Zirkonzhan泽康赞高级技师、培
训师

10:10-11:20 Ankylos无牙颌修复中的应用 贺刚 院长 尚善口腔

11:20-12:30 Ankylos种植系统的不老传说 张宇 副主任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303
萨尼蓝色风暴第五季
——根管治疗专场

14:00-17:00 扎实的基础  指尖的艺术 侯铁舟 副院长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免费

09:00-09:30
理论授课：软组织张力（STT）理念在
种植软组织美学中的应用

谭建国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09:30-12:00

一步一步做好前牙种植即刻修复
1）指示阴模制作
2）临时基台调改
3）临时冠成形及制作理想穿龈形态
一步一步做好种植软组织成形
一步一步做好种植牙龈袖口形态转移

周建锋 副教授
陈立 副主任医师
钟波 博士
陆丞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第四门诊

14:00-15:00
理论授课：软组织增量手术的设计与技
巧

周建锋 副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7:00

一步一步做好种植软组织增量手术
1、不同方法制取游离结缔组织
2、受区处理
3、微创减张技术
缝合技巧讲解与练习

周建锋 副教授
陈立 副主任医师
钟波 博士
陆丞 博士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第四门诊

王虎 主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祁森荣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王昊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马春敏 董事长 欢乐口腔医疗集团

朱丽雅 CEO 美维口腔医疗集团

张文宇 副总经理 北京朗视仪器有限公司

14:00-15:30 提高根管治疗疗效的细节考量 张琛 主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5:30-17:00 现在根管治疗中的感染控制 李红 副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为什么要在正中关系位（CR）或适应性
正中关系位（ACP）上进行种植及修
复？

当种植牙是单颗的时候如何设计咬合？

种植修复的后牙咬合设计特点？

上颌义齿/下颌种植支持义齿的咬合平衡
设计？

悬臂桥修复时的咬合设计？

如何利用“3S”原则实现前牙引导？

多颗种植牙如何分担前牙引导作用？

如何将咬合因素整合到外科导板中？

Dr. John 
Cranham

美国Dawson学院临床主任

305

306A

306A

306B

302

303

口腔院感防控规范化
管理

茵伯特——种植牙全
方位数码解决方案

一步一步做好种植软
组织美学：从手术设

计到完美修复

第一届中国口腔影像
发展论坛

IMD根管治疗专场

美国Dawson 中
⼼Dawson 整体牙科
学理念——种植修复
如何规避咬合风险

09:00-12:00

09:00-12:30

第一届中国口腔影像发展论坛

会员：900
元；

非会员：1200
元

免费

理论+操作: 限
30 人

收费：会员 
2500元/人

非会员 2700 
元/人

理论（听课+
参观）:限20

人：
会员 800 元/

人
非会员 1000 

元/人

Dr. John 
Cranham

美国Dawson学院临床主任

免费

免费

免费



Joan Forrest 美国Dawson学院执行主席

葛春玲 副主任医
师

美国Dawson中国中心课程负责人

307
士卓曼-安卓健种植研

讨会
09:00-12:00

如何通过种植外科手术做到完美的美学
区种植

Dr. Authelain 法国斯特拉斯堡牙科学院 免费

会议主持 王晓燕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疑难根管问题的显微解决方案 王祖华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分离何所惧，重逢会有时——根管内器
械分离的显微治疗

尼娜 主任 天津市口腔医院

308 速航专场 09:00-12:00 定义未来的机用镍钛预备器械及技术 唐子圣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免费

308
森田CBCT数字化专

场
14:00-17:00 口腔影像阅读理解基础 王虎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免费

309A
名师讲堂——现代牙

髓病治疗新趋势
09:00-12:00

ProTaper Gold及ProGlider在根管预备中的
应用

Dr. Clifford J. 
Ruddle

美国著名牙髓病专科医师，ProTaper 
Next、WaveOne Gold发明人之一

会员免费
非会员：100

元

病例展示1 任宏宇 主治医师 唐山市协和医院/唐山市口腔医院

病例展示2 毕成 主治医师 杭州口腔医院

病例展示3 王健 住院医师 北京口腔工作者协会

病例展示4 陈亮 副主任医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梁景平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岳林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彭彬 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张成飞 教授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

余擎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黄定明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韦曦 教授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

侯本祥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309B 根管治疗森田专场 09:00-12:00 根管治疗的常规遵守与特殊应对 赵奇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免费

14:00-15:00
新品上市-义获嘉伟瓦登特8代粘接剂
Tetric N-Bond Universal

Oliver Thews 产
品经理

Ivoclar Vivadent AG

15:15-17:00 后牙牙体缺损微创修复设计与实现 杨坚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根管治疗中的并发症和处理 梁宇红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Master MTA（MTA的应用：从理论到
实践）

Riccardo Tonini 意大利布雷西亚牙体牙髓专家

13:30-14:00
《口腔激光原理与技术实践》译著发布
会

赵颖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00-14:40
神奇之光照亮口腔--多种波长激光的选
择应用

赵颖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14:40-15:20 浅谈口腔激光在种植领域的应用趋势 梁立山 主任医师 中国核工业北京401医院

15:20-16:00 可穿戴式光疗LED治疗牙齿敏感的研究 王宇光 副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6:00-16:30 激光在牙周微创治疗中的应用 乔敏 主治医师 中日友好医院

16:30-17:00 口腔激光技术在根管感染控制中的应用 白雨豪 主治医师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09:00-11:00 全口义齿固位原理与临床实践 张玉梅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11:10-12:30 牙周炎患者的正畸治疗 董潇潇 医生 北京和睦家医院

13:30-15:30 一步一步做好美学修复全瓷材料的选择 谭建国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307

309A

310

310

311A

309B

 
 

蔡司显微根管治疗专
场

热点论坛——2019
牙髓可视化之路

义获嘉微创美学专场

瑞士口腔专场——根
管的治疗失误和并发

症

口腔激光技术 
微创引领未来

丰达TESCO专场

13:30-17:00

14:00-17:00

14:00-17:00

09:00-12:00

Dawson学员整体牙科学病例分享

病例点评

免费

免费

会员免费
非会员：100

元

免费

免费

会员免费
非会员：600

元

免费



15:40-17:00 一步一步做好全瓷美学修复临床比色 陈立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海巴赫 博士 德国牙科工业协会董事总经理

高卫中 主任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心

09:30-10:45 复杂病例的数字解决方案
弗兰克  •史彼兹纳
格尔博士

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口腔医学院
修复系

10:45-12:00
口腔种植中的CAD/CAM应用，成功的
关键

约翰纳斯  •波尔特
博士

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口腔医学院
修复系

14:00-15:15 可摘义齿修复的前沿技术
弗兰克 •史彼兹纳
格尔博士

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口腔医学院
修复系

15:15-16:30 现代修复的新途径
约翰纳斯  •波尔特
博士

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口腔医学院
修复系

16:30-16:45 闭幕致辞 海巴赫 博士 德国牙科工业协会董事总经理

09:00-10:30 种植体周围炎的处理 栾庆先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30-12:00 牙周与全科治疗的关系 韩亮 副院长 北京大兴兴业口腔医院

401
3Shape 数字化技工

所高峰论坛
14:00-17:00 3Shape 数字化技工所高峰论坛 会员

以功能、美观和健康为导向的种植体植
入理念

美学区即刻种植的技术要点和治疗效果

球托——固定矫治医患痛点的解决 吉利 医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止锁牵引系统——不止是给航行的托槽
加Anchor

吉利 医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03 欧罗德卡专场 14:00-17:00
微创牙髓治疗理念下的冠根预备与根冠
充填

蒋宏伟 副教授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 免费

软组织增量手术的方法与技巧 （共
3h）
（1）游离龈移植术（1h）
        ①受植区制备的方法
        ②游离龈的获取技术
        ③游离龈移植的缝合方法

10:00 -11:00

（2）上皮下结缔组织移植+冠向复位瓣
术(1h)

①受植区的制备（切口设计及半厚
瓣翻瓣技术）
        ②上皮下结缔组织的获取技术
        ③上皮下结缔组织的移植与缝合
        ④龈瓣的复位与缝合

欧阳翔英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 -12:00

（3）隧道技术+上皮下结缔组织移植
        ①隧道的制备方法
        ②上皮下结缔组织的获取
        ③上皮下结缔组织在隧道内的移植
        ④缝合与固定

钟金晟 副主任医
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动物模型上的手术操作（示教与练习）
（共 3h）

（1）游离龈移植术
        ①受植区制备的方法
        ②游离龈的获取技术
        ③游离龈移植的缝合方法

14:00-14:30

（2）冠向复位瓣术
       ①手术切口设计
       ②半厚瓣翻瓣技术
       ③龈乳头区软组织的处理
       ④龈瓣的冠向复位与缝合

欧阳翔英 教授
周爽英 主任医师
钟金晟 副主任医
师
谢颖 主治医师
段晋瑜 主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311B

401

402

402

406

德国口腔日

品瑞牙周专场

CDIC微创种植技术专
场

欧欧医疗专场

软组织重建手术在天
然牙和种植体周的应
用——手术操作高级

课程

开幕致辞09:15-09:30

09:00-12:00

14:00-17:00

9:00-10:00

13:30-14:00

杨小东 教授

周爽英 主任医师

欧阳翔英 教授
周爽英 主任医师
钟金晟 副主任医
师
谢颖 主治医师
段晋瑜 主治医师

华西医科大学卫生部
口腔种植科技中心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免费

免费

免费

非会员：
 6200 元；

会  员：
 6000 元；
牙周专科会

员：
5900 元；

免费



14:30-15:00

（3）上皮下结缔组织移植+冠向复位瓣
术

①受植区的制备（切口设计及半厚
瓣翻瓣技术）
       ②上皮下结缔组织的获取技术
       ③上皮下结缔组织的移植与缝合
       ④龈瓣的复位与缝合

欧阳翔英 教授
周爽英 主任医师
钟金晟 副主任医
师
谢颖 主治医师
段晋瑜 主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6:00

（4）隧道技术+上皮下结缔组织移植
（示教、讲解与练习）
       ①隧道的制备方法
       ②上皮下结缔组织的获取
       ③上皮下结缔组织在隧道内的移植
       ④缝合与固定

欧阳翔英 教授
周爽英 主任医师
钟金晟 副主任医
师
谢颖 主治医师
段晋瑜 主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6:00-17:00
（5）VISTA技术+上皮下结缔组织移植
——示教与讲解

欧阳翔英 教授
周爽英 主任医师
钟金晟 副主任医
师
谢颖 主治医师
段晋瑜 主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3:30-13:40
口腔影像技术学现状和专委会未来工作
设想

祁森荣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3:40-14:30 数字化口腔修复引领的思考和认知 吴哲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4:30-15:00 TMJ的磁共振检查 孙琦 上海交通大学第九人民医院

15:00-15:30 锥形束CT技术发展趋势及临床需求 张俊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15:30-16:00 影像技术员之科研体会 郭建新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00-16:20 曲面体层的断层域 许来青 301医院口腔医学中心

16:20-16:40 牙科数字化与云端交互 蒋元春 锐珂牙科数字化产品经理

16:40-17:00 口腔颌面部X线规范解读和质控培训 靳军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7:20-18:00 讨论质控培训工作 祁森荣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09:10-09:20 主持人致辞 郭传瑸 院长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09:20-09:40 医学创新及成果转化政策心得 武治印 处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
展研究中心

09:40-10:00 学科创新模式分享——心血管 吴轶喆 副秘书长
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
（CCI）

10:00-10:20 口腔医学创新转化案例分享 孙玉春 副主任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数字化研究中心

10:20-10:40 口腔医学创新大赛方案汇报及讨论 张宁 联合秘书长 中国医学创新联盟（CMIA）

10:40-11:40

会议室 会议名称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人 演讲人单位 收费标准

09:30-10:00 实测引导的种植体植入和牙体预备 于海洋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10:00-10:30 微创拔牙 胡开进 教授 空军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10:30-11:00
“照葫芦画瓢，看图学做”一步一步教
你做好儿童口腔临床操作

秦满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11:30 书·悟 王虎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E232

E236A

6月11日

第二届全国口腔影像
技术学术大会

暨2019年口腔影像技
术培训班

口腔医学创新座谈会

座谈讨论：口腔医学成果转化的机遇与挑战

  
  

  

 

免费

仅限受邀嘉宾



11:30-12:00

13:30-14:00 初心，核心 王林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

14:00-14:30 如何搞定美学区种植？ 谭震 副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14:30-15:00 微创粘接修复是仁心仁术的体现 姜婷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5:30 自体牙移植术临床操作技巧 罗顺云 主任医师 北京协和医院

15:30-16:00

09:00-10:00 安全—舒适治疗第一要素 张伟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1:00 口腔黏膜病诊断治疗关键点 孙正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12:00
口腔临床的常见医疗风险——评估与对
策

陈永进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14:00-15:00 最高法人身损害司法解释 陈龙业 处长 最高法院研究室

15:00-16:00 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改革 郑振玉 处长
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规划
发展处

16:00-17:00 医师执业风险防范暨案例报告 沈曙铭 研究员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09:30-10:10 血液病患者的牙周困惑 林江 主任医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0:10-11:30 嘉宾即兴演讲、多学科辨识

13:30-14:10 上颌窦骨增量的并发症 张贞 副主任医师 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14:10-15:10 多专家论评

15:10-15:50 根管穿孔—牙体牙周两败俱伤 申静 主任医师 天津市口腔医院

15:50-17:00 多专家论评

根管预备中的问题与对策 侯本祥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现代根管充填技术新进展 余擎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多功能厅
C

口腔颜面美学新趋势
→正畸+微整形

14:00-17:00 口腔颜面美学新趋势→正畸+微整形 郑文禄  院长 台湾郑文禄牙医美学诊所

会员：600
元；

非会员：900
元

09:30-10:15 超声骨刀，舞在刀尖 赵吉宏 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10:15-11:00
超声骨刀在牙及牙槽骨缺损修复中的应
用

汪湧 副主任医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1:00-11:45 超声骨刀在复杂牙拔除中的应用
王恩博 副主任医
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301
啄木鸟超声骨刀

病例大赛
13:00-17:00 免费

理论授课：复合树脂粘接修复牙体预备
操作要点

岳林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理论授课：术野隔离与粘接操作要点 王晓燕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理论授课：复合树脂充填操作要点 张琛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冯琳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刘颖熠  副主任医
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张琛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孙静华 副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大宴会厅
学术专区

多功能厅A

多功能厅B

多功能厅C

301

302

会员：900
元；

非会员：1200
元

会员免费
非会员：100

元

免费

限80人
会员：600

元；
非会员：900

元

现场抽奖赠书和小型签售

第24届北京口腔医学
新进展报告会——综

合专场

人卫口腔最新原创精
品图书分享品读会

第24届北京口腔医学
新进展报告会——法

律法规专场

口腔综合治疗的“内
忧外困”

名师讲堂——根管预
备和根管充填技术新

进展

啄木鸟超声骨刀临床
应用学术交流会

一步一步做好复合树

操作培训:前牙切角和后牙邻面缺损修复

09:00-12:00

09:00-12:00
（A班）

啄木鸟超声骨刀病例大赛

现场抽奖赠书和小型签售

栾庆先教授、潘亚萍教授、王昕教授、孙婉玲教授

宿玉成教授、邱立新教授、满毅教授

周学东教授、余擎教授、侯本祥教授

免费

会员：100元
非会员：200

元



理论授课：复合树脂粘接修复牙体预备
操作要点

岳林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理论授课：术野隔离与粘接操作要点 王晓燕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理论授课：复合树脂充填操作要点 张琛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冯琳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刘颖熠  副主任医
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张琛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孙静华 副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罹患重度牙周病变患牙微创拔牙彻底清
创术

徐涛 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罹患重度牙周病变磨牙拔牙位点保存和
种植治疗策略和技巧

胡文杰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前牙区软组织美学处理的时机 邱立新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舒适拔牙及拔牙窝的处理 胡开进 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后牙区即刻种植软硬组织不足的处理对
策

容明灯 副主任医
师

广东省口腔医院

最新微创拔牙器械（气动增隙频刀）与
临床技术

鲁大鹏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微型动力系统在阻生齿拔除中的应用探
讨

邹立东 副主任医
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第二门诊部

IROOT在儿童口腔科的临床运用 夏斌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成人活髓保存的无菌治疗策略 郑颖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4:00-15:30
以隐形牙套结合跨学科联合治疗处理复
杂短脸成人案例

林政毅 助理教授 台湾国防医学大学牙医系

15:30-17:00 隐形正畸在全口重建案例的关键角色 卓瑞棠 主任 田中卓牙医诊所

09:00-10:30 种植患者突发病情变化的应急处理 李秀娥 主任护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4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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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4:40 口腔种植手术护理配合示教操作
王春丽、 张亚池
、尹丽娜、田丽娜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50-17:00 操作演练（分四组）

李秀娥、王春丽、
张亚池、尹丽娜、
田丽娜、安阳、宣
言、王倩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00-14:15 开幕演讲

14:15-15:40

16:00-17:00

09:00-10:00 口腔颌面部锥形束CT的图像质量评价 张祖燕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1:00 口腔锥束CT临床应用中的辐射安全问题 李刚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12:00 数字化开启口腔种植新时代 宿玉成 教授 北京协和医院

13:30-14:10 锥形束CT 在牙髓根尖周病诊治中的应用 梁宇红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10-14:30
从三合一与专业CBCT的区别浅谈森田
CBCT的发展方向

史万钊 培训师 森田公司产品培训师导师

14:30-15:10 数字化引导的美学区精确种植 刘峰 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10-15:30
无回吸口腔治疗术在智齿拔除术中的应
用

许向亮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以色列使馆代表
中华口腔医学会代表

302

以色列公司路演

B2B商务洽谈

305

305

306

307

308

308

口腔种植手术术中护
理配合

以色列口腔技术交流
会

医学影像新技术在口
腔临床中的应用与发
展论坛--锥形束CT专

场

数字化口腔设备在临
床中的应用与发展论

坛

限80人
会员：600

元；
非会员：900

元

免费

免费

303

303

脂粘接修复

惠友冠华企业专场
牙周及种植研讨会

惠友冠华企业专场
微创拔牙研讨会

13:30-16:30

09:00-12:00

09:00-12:00

汉瑞祥专场

博思美隐形正畸专场

操作培训:前牙切角和后牙邻面缺损修复

14:00-17:00
（B班）

免费

免费

会员：900
元；

非会员：1200
元

免费

免费

免费



15:30-15:50 朗视CBCT技术新进展 张文宇 副总经理 北京朗视仪器有限公司

15:50-16:30
CBCT在临床复杂牙周疾病诊治和效果评
价中的应用

胡文杰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09:00 -10:00 诊所的全科与专科思维之变 何宝杰 院长 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

10:00 -11:00 如何安全高效开展正畸治疗 卢海平 院长 杭州博凡口腔医院

11:00 -12:00 诊所经营解析 贺周 院长 北京华景齿科

14:00 -15:00 口腔数字化之路——失控到颠覆 杜靖 总裁 南宁市靖佳齿科技术中心

15:00 -16:00 诊所管理危局与应对 林辉灿 院长 四川绵阳口腔医院

16:00 -17:00 如何从技术专家转型为卓越的经营者？ 翟继满 教授 上海博恩登特科技有限公司

311A
瑞士康特学术交流专

场
09:00-12:00 根管解剖复杂性对根管治疗的影响

侯晓玫 副主任医
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免费

09:15‐09:30 开讲致辞
王健 副主任
江藤一洋 理事长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心
ADF理事长

09:30-11:00
日本松风公司

可靠高效的种植上部修复系统VCGS 冈田尚士
株式会社松风营业本部高级技工
士

11:00-12:00
日本GC公司

儿童龋病的生物学管理 邹静 主任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儿童口
腔科

12:00-13:00
日本盐田公司

以咬合为导向的种植牙修复治疗 汤学华 院长 南京秦淮久雅口腔诊所

13:00-14:30
日本TOMY公

司

正畸治疗是否可以预防或引起TMD的发
生？

郭泾 主任 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

14:30-15:30
日本日进公司

磁性附着体——从理论精华到临床实战 张方明 副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口腔科

15:30-16:30
日本可乐丽则
武齿科公司

自酸蚀粘接技术的利与弊 侯本祥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09:00-10:30 骨性畸形的矫治 李巍然 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30-12:00 全牙列远中移动：临床正畸的概念转变
Dhirawat 
Jotikasthira

Chiang Mai University 泰国清迈
大学

401
“精简●不凡”现代

根管治疗讲座
14:00-17:00 提高根管治疗成功率的必要条件 北村和夫 教授 日本齿科大学附属医院 免费

402 有润专家研讨会 14:00-17:00 成人正畸的机遇与风险 厉松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免费

403 科特斯种植专场 09:00-12:00 穿翼VIIV即刻负重种植理论及外科要点 高振华 主任 上海拜博口腔医院种植主任 免费

09:00-09:30
开幕式
颁发亚专业学组组长证书
全体合影

09:30-10:00 影像技术发展与智慧医疗 付海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0:00-10:30 大数据时代下的口腔影像 王虎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30-11::00 5G时代下的智慧医疗 贺志强 北京邮电大学

11:00-11:30 口腔影像工作者牵手智慧医疗 祁森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11:30-12:00 防护知识和设备选择 王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13:30-14:00  口腔影像操作流程管理 祁森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14:00-14:30 口腔影像数据利用与共享 刘鑫 北京胡桃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14:30-15:00 口腔影像设备日常维护 盘洲慧 北京思迪克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5:10-17:00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读片会精粹 祁森荣、韩建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10:00-10:05
主持人致辞、介绍参会代表
Introduction

尹海燕 部长
Ms YIN Haiyan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心
International Health Exchange 

人民卫生出版社领导
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领导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领导
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口腔影像技术专业委员会领
导

309A
中华口腔医学会

民营论坛

311B

401

E232

日本口腔日

新亚正畸专场

第二届全国口腔影像
技术学术大会

暨2019年口腔影像技
术培训班

 
  

免费

会员：100元
非会员：200

元

免费

免费



Dr.Teh Tat Beng
马来西亚牙科协会
Malaysian Dental Association

Dr.Thein Kyu, 
President 主席

缅甸牙科协会
 Myanmar Dental Association

Dr.Monika 
Suorn, President 
主席

柬埔寨牙科协会
Cambodian Dental Association

Dr. Md Abul, 
President 主席

孟加拉牙科协会
 Bangladesh Dental 
Association

Sezgin Taşkın, 
Commercial 
Counsellor 商务
参赞

土耳其驻华使馆商务处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Office of the 
Commercial Counsellor

TBD
蒙古牙科协会
Mongolian Dental Association

11:05-11:25

中国口腔产业助力提升"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口腔服务可及性，Improving the 
Accessibility to Dental Services in 
B&R Countries: China Dental 
Industry's Solution

刘福祥 教授
Prof. Liu Fuxiang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tomatology

11:25-11:50 互动交流 Interaction

11:50-12:00 主持人总结 Summary

E236A

国际牙科产业峰会-
国际篇

International 
Dental Industry 

Summit

仅限受邀嘉宾

10:05-11:05
各国牙科/医疗市场需求介绍
Introduction of Dental/Health 
market by B&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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