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次中国（西部）口腔医学学术会
2018 口腔临床实用技术学术会日程

2018 年 4 月 24 日（周二）
第二次牙颌骨国际峰会（OCV）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3 楼天府厅
9:00-17:00

演讲主题待定

第 1 天：2018 年 4 月 25 日（周三）
种植专题——口腔种植并发症的处理与预防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0

学术会日程

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13:30-14:00
14:00-16:00
16:00-17:00

All on 4/ 种植体倾斜植入技术
王佐林，同济大学口腔医学院
规范化种植 - 预防种植体周围炎的关键
李德华，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组织管理及美学种植成败考量
Michael Sonick,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Dentistry &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种植学专委会常委会

演讲主题待定
周国辉，香港植齿及颌面外科中心
种植修复食物嵌塞原因及处理
满毅，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牙周病与口腔多学科跨界高峰论坛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1

9:00-10:30

Current Trends and Research Findings Supporting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using Dental Implants

Tord Lundgren,Loma Linda University
Clinical Research in Dentistr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10:30-12:00

牙医学临床研究的要点和实践
Yiming Li,Loma Linda University

14:00-15:00

牙周病患者种植治疗的临床策略
孟焕新，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5:15-16:15

牙周再生治疗的进展
闫福华，南京大学

16:30-17:3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委会全委会
吴亚菲，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牙体牙髓学术专场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2

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13:30-16:30

16: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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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牙复合树脂修复的难点及对策
陈智，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显微根管治疗的细节和误区
侯本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激光在牙髓根尖周疾病疑难病例的应用
余擎，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陈智
侯本祥
专家解析临床案例谈规范化诊治——临床案 余擎
例展示及点评 （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 赵今
大学）口腔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四川大学华西 刘建国
杨德琴
口腔医院临床病例）
雷雅燕
黄定明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病学专委会全委会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病学专委会全委会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新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遵义医学院口腔医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2018 口腔临床实用技术学术会日程
美学修复专题—如何做到修复的长期、稳定、有效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3

8:50-9:20
9:20-10:00

10:00-10:40

11:20-12:00

13:30-14:10

14:10-14:50

14:50-15:30

15:30-16:10

16:10-16:50

老年口腔修复新模式及其临床选择
刘洪臣，解放军总医院口腔医学中心
提高树脂粘接耐久性的策略
陈吉华，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病例图说显微与美学修复中几个新临床认识

学术会日程

10:40-11:2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修复学专委会全委会

于海洋，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临床粘接修复的长期稳定策略思考
黄翠，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美学区的种植体周围软组织处理与修复
姚江武，厦门口腔医院
CAD/CAM 方法制作的适合中长期使用的暂时冠
邵龙泉，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固定修复咬合设计的临床思考
江青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瓷修复体的动态磨损特性及其临床意义（咀嚼磨损对瓷修复体临床疗效的影响）
张少锋，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咬合是以功能为导向修复治疗的中心
谢秋菲，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民营口腔经营管理专题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15
9:00-10:10

口腔医疗 - 全与专
扬征，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10-12:00

主题待定
贺周，北京华景齿科

13:30-14:0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民营专委会全委会

14:00-15:00

贺周

北京华景齿科

卢海平

杭州博凡口腔医院

直面行业精英——口腔行业的“变与不变”
何宝杰
沙龙
林辉灿
郭平川

河南赛思口腔医院
绵阳口腔医院
天津市爱齿口腔

修复工艺专题讲座——修复中的几个牙合学关键问题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16

9:00-9:3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修复工艺学专委会全委会

9:30-10:30

美学修复中的咬合控制
孟玉坤，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30-11:30

口腔临床治疗中的牙合学问题
李晓箐，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1:30-12:30

修复咬合重建技术关键
康宏，兰州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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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中国（西部）口腔医学学术会
2018 口腔临床实用技术学术会日程

第 2 天：2018 年 4 月 26 日（周四）
四川省口腔正畸学术年会——口腔正畸的目标定位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0
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学术会日程

13:30-14:00
14:00-15:00
15:00-16:00
16:00-17:00

从 Andrews 到 Angelababy 谈正畸治疗目标
赵志河，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后牙区复杂错牙合的矫治策略
刘月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远水解近渴 -- 减数智齿改善突面型
贺红，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正畸学专委会全委会
艺术正畸简时代
蔡斌，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正畸治疗限度与思考
李巍然，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单侧正锁合病例的临床诊断思考及矫治方案设计
白丁，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牙周病与口腔多学科跨界高峰论坛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1

9:00-10:30
10:30-12:00
14:00-15:00
15:15-16:15
16:30-17:30

牙周与种植周软组织再生处理
束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种植中的牙周挑战
满毅，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牙周健康与修复治疗关系浅见
王勤涛，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牙周炎患者正畸治疗时机的选择和维护
潘亚萍，中国医科大学
牙周病与咬合创伤
刘洋，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重庆口腔日——数字化辅助的口腔颌面外科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2
8:30-9:00
9:00
9:00-9:30
9:30-10:00
10:00-10:10
10:10-10:40
10:40-11:10
11:10-11:40
11:40-12:00
13:30-14:00
14:00-14:30
14:30-15:00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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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口腔医学会颌面外科学专委会全委会
开幕式
季平，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唾液腺肿瘤治疗进展
俞光岩，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咬合平面导向的颌骨功能重建
张陈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讨论
唇裂鼻畸形的整复
石冰，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下颌骨修复重建的实践、探索及展望
季平，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数字技术与颌面创伤救治
谭颖徽，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口腔科
讨论
颌面外科大数据构建与协同共享
田卫东，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数学化设计辅助颌骨重建的临床应用
李龙江，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牙颌面畸形整形与重建多学科交叉策略与实践
王涛，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数字化技术在牙槽外科中的应用
胡开进，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不对称颌骨畸形治疗策略
罗恩，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讨论
闭幕式
谭颖徽，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口腔科

2018 口腔临床实用技术学术会日程
首届口腔预防与感控论坛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5
9:00-17:00

日程待定

第 3 天：2018 年 4 月 27 日（周五）
放射专题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0

8:30-9:00

10:00-11:00
11:00-12:00
14:00-15:00
15:00-16:00
16:00-17:00

根尖周异常影像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郑广宁，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CBCT 在口腔正畸诊疗中的应用
游梦，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3D 数字化技术在根管治疗中的应用
唐蓓，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颈部包块的 CT 表现及鉴别诊断
廖楚航，四川省人民医院
复杂牙拔除的术前影像评估
韩波，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口腔影像在口腔关节疾病中的应用
李晓箐，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学术会日程

9:00-10:0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放射学专委会换届大会

牙槽外科专场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1

9:00-9:30

拨牙窝填充材料的选择及应用
胡开进，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9:30-10:00

牙槽外科所应关注的牙龈问题
张伟，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0:30

整合牙槽学的构建与实施
杨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0:30-11:00

超声骨刀在牙槽外科的应用
赵吉宏，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11:30

特殊人群的口腔局麻合理选择
余东升，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1:30-12:00

微创拔牙理念与实施
潘剑，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黏膜专题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1

13:30-13:55
13:55-14:20
14:20-14:45
14:45-14:55

慢性盘状红斑狼疮的诊治
聂敏海，西南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口腔扁平苔藓的治疗策略
林木，四川省人民医院·医学科学院
口腔扁平苔藓的中医药治法的临床疗效观察
黄小瑾，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茶歇

14:55-15:20

生活习惯对口腔扁平苔藓的影响
葛林，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5:20-15:45

口腔白斑病的免疫微环境状态研究进展
周瑜，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5:45-16:10

口腔白斑病癌变的早期监控
江潞，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6:10-16:35

口腔白斑病的光动力治疗
但红霞，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6:35-17:00

口腔黏膜局部封闭治疗对伴有糖尿病的黏膜病患者血糖的影响
刘英，川北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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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中国（西部）口腔医学学术会
2018 口腔临床实用技术学术会日程
全科专题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2

9:00-9:20
9:20-10:35

10:35-11:50

学术会日程

口腔装备专题
13:30-14:00
14:00-17:0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全科专委会全委会
口腔医生全科意识的培养及全科干预能力的提高
万呼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量身定制 - 做好口腔病例之我见
李丛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学院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2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装备专委会全委会
日程待定

儿童口腔专题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3
儿童口腔专题——儿童咬合发育管理专场
9:00-9:40

颜值管理与美容正畸
赵志河，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9:40-10:40

从婴儿期到学龄前期过程中的儿童口腔健康综合管理
药师寺仁，东京齿科大学

10:40-11:20

青少年早期矫治—上牙弓缩窄的前因后果
贺红，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11:20-12:00

基于儿童牙弓发育的错合塑形矫治
李小兵，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4:00-14:40

如何做好儿童口腔局部麻醉注射
秦满，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40-15:20

牙髓状态动态监测技术与年轻恒牙外伤后诊治
王小竞，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15:20-16:00

低龄儿童牙髓病治疗
汪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6:00-16:40

儿童口腔治疗中微创无痛理念及技术的应用
宋光泰，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16:40-17:20

浅谈人文情怀在儿童口腔医学中的应用
赵玮，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儿童口腔专题——儿童口腔健康管理专场

口腔护理教育高峰论坛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15
9:00-9:30
9:40-10:40
10:50-11:50
13:30-14:30
14:40-15:40
15:50-16:5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护理学专委会全委会
从临床护理人才需求论护理高等教育
吴欣娟，北京协和医院
专科护士培养与发展
杨惠云，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中国护理教育体系建设与护理人力资源发展
尤黎明，中山大学护理学院
护理临床教学的组织与实施
陈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口腔专科护士培养与临床使用
赵佛容，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种植辩论大赛 地点：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三楼蜀风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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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6:30

日程待定

16:30-17:0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种植学专委会全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