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各专委会会议安排
会议名称

报道时间

会议时间

地点

同期会议专题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种
4月25日13:00-13:30
植学专委会常委会

4月25日13:30-14:00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号馆会议室10

种植专题讲座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种
4月28日16:00-16:30
植学专委会全委会

4月28日16:30-17:00

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六楼
金桂厅

种植辩论大赛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牙周病
4月25日16:00-16:30
学专委会全委会

4月25日16:30-17:30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号馆会议室会议室11

牙周病与口腔多学科跨界高
峰论坛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牙体牙
4月25日16:00-16:30
髓病学专委会全委会

4月25日16:30-17:00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号馆会议室会议室12

牙体牙髓专题讲座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修
4月25日8:20-8:50
复学专委会全委会

4月25日8:50-9:20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号馆会议室13

美学修复专题—如何做到修
复的长期、稳定、有效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民营口
4月25日13:00-13:30
腔专委会全委会

4月25日13:30-14:00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2号馆会议室15

民营口腔经营管理论坛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修
4月25日8:30-9:00
复工艺学专委会全委会

4月25日9: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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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正
4月26日13:00-13:30
畸学专委会全委会

4月26日13:30-14:00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正畸论坛-口腔正畸的目标定
1号馆会议室10
位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颌
4月26日8:00-8:30
面外科学专委会全委会

4月26日8:30-9:00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颌面外科专题-重庆口腔日-数
1号馆会议室12
字化辅助的口腔颌面外科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儿童口
4月26日8:00-8:30
腔医学专委会换届会

4月26日8:30-9:00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号馆会议室13

无痛麻醉技术和激光在儿童
口腔临床治疗中的应用实操
培训班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预
4月26日8:10-8:40
防学专委会成立大会

4月26日8:40-9:00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2号馆会议室15

首届西部国际口腔健康管理
大数据论坛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放
4月27日8:00-8:30
射学专委会换届会

4月27日8:30-9:00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号馆会议室10

放射专题学术会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护
4月27日8:30-9:00
理学专委会全委会

4月27日9:00-9:30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2号馆会议室15

口腔护理教育高峰论坛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全科口
4月27日8:30-9:00
腔专委会全委会

4月27日9:00-9:20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号馆会议室12

全科专题讲座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老年口
4月27日8:30-9:00
腔病学专委会全委会

4月27日9:00-9:30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号馆会议室14

老年人口腔微创治疗风险管
控及对策研讨会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装
4月27日13:00-13:30
备专委会全委会

4月27日13:30-14:00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号馆会议12

装备学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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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中国（西部）口腔医学学术会
参会指南 & 观众预登记

参会指南
参会指南

第十七次中国（西部）国际口腔医学学术会
参观时间：2018 年 4 月 25-27 日 9:00-17:00
2018 年 4 月 28 日

9:00-14:00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国际会展中心 1、2、3、4 号馆

观众预登记
&

现场观众免费报名方式：
方法一：微信快速注册
1. 扫描
扫描二维码，关注“西部国际口腔展”官方微信
2. 进入预登记
点击微信底部菜单栏“我要参观”-“免费参观预登记”-“预先登记”
3. 填写信息
免费参观展会

根据页面提示，依次填写信息
4. 获取短信
预登记成功，系统会将“注册号”发送至您的手机
5. 进场
凭收到的“注册号”至“现场登记观众领证处”窗口换取胸卡

方法二：现场注册
1. 请填写《观众预登记表》
2. 请携带 1 张名片至观众登记处换取参观证
即刻进行预登记，将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展会现场免去现场排队烦恼，在专用窗口直接领证进场！
2、凭借预登记注册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3、您将有机会获得免费参加“学术会”及“培训班”的名额！
2018 第十七次中国（西部）口腔医学学术会
参加学术会

会议时间：2018 年 4 月 24-28 日
详细日程见资料后页
2018 口腔临床实操技术专题培训班

参加培训班

培训时间：2018 年 4 月 25-28 日
详细日程见资料后页

4

参会指南 & 观众预登记

参会指南
观众预登记
&

交通信息：
地铁：（运行时间 6:30-22:30）
双流国际机场 → 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地铁 10 号线 → 地铁 7 号线 ( 外 )（太平园站） → 地铁 1 号线（火车南站）→世纪城站（C2 出口）
火车东站 →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地铁 7 号线 → 地铁 1 号线（火车南站）→世纪城站（C2 出口）
火车北站→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地铁 1 号线→世纪城站（C2 出口）
出租：（电招电话：028-962999）
火车北站—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车程约 40 分钟，费用约 50 元
火车东站—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车程约 30 分钟，费用约 40 元
双流机场—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车程约 30 分钟，费用约 60 元

住宿信息：
成都奥润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小姐

电话：1804858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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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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4 月 24 日（周二）
第二次牙颌谷国际峰会（OCV）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3 楼天府厅
9:00-10:20

口腔颌面外科的未来展望
张志愿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0:40-12:00

人工种植牙修复咬合设计应用与调整
刘洪臣 , 解放军总医院口腔医学中心

13:50-15:20

学术会日程

15:20-17:00

牙周病学的研究趋势与成果：临床决策的确定
Tord Lundgren,Loma Linda University
数字化正畸技术新进展
赵志河 ,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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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0

9:00-10:00

All on 4/ 种植体倾斜植入技术
王佐林 , 同济大学口腔医学院

1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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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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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4:0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种植学专委会常委会

14:00-16:00
16:00-17:00

口腔种植在牙列重建的数字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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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2:00
14:00-15:00
15:15-16:15
16: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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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Trends and Research Findings Supporting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using Dental Implants
Tord Lundgren，Loma Linda University
Clinical Research in Dentistr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牙医学临床研究的要点和实践
Yiming Li，Loma Lind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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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周再生治疗的进展
闫福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牙周专委会全委会

2018 口腔临床实用技术学术会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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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6:30

16: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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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口腔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院、赵今
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四川大学华西 刘建国
口腔医院临床病例）
杨德琴
雷雅燕
黄定明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专委会全委会

学术会日程

11:00-12:00

后牙复合树脂修复的难点及对策
陈智，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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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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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修复学专委会全委会

9:20-10:00

病例图说显微与美学修复中几个新临床认识
于海洋，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00-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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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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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2:00

Double Crowns: why and how to make
Porf. Setz，Dep. of Prosthodontics , University Hospital/Dental School, University of
Halle

13:00-13:40

美学区的种植体周围软组织处理与修复
姚江武，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13:40-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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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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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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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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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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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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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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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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日程

9:00-10:10

口腔医疗—全与专
杨征，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10-12:00

成为诊所的领导者——诊所管理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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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赛思口腔医院

林辉灿

绵阳口腔医院

郭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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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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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3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修复工艺专委会全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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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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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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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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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2:00

牙周病与咬合创伤
刘洋，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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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16:05

牙周炎患者正畸治疗时机的选择和维护
潘亚萍，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6:10-17:30

种植中的牙周挑战
满毅，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学术会日程

9:00-10:30

四川省口腔正畸学术年会——口腔正畸的目标定位
成都医学会口腔专科分会学术年会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0

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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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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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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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4:0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正畸专委会全委会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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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16:00

正畸治疗限度与思考
李巍然，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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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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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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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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日程

8:30-9:0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颌面外科专委会全委会

9:00

开幕式
季平，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9:00-9:30

唾液腺肿瘤治疗进展
俞光岩，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9:3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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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10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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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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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技术与口腔颌面部创伤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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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16:30

讨论

16:30

闭幕式
谭颖徽，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口腔科

首届西部国际口腔健康管理大数据论坛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15

8:40-9:10
9:15-10:00
10:15-11:00
11:10-11:45
14:30-15:00
15:00-15:20
15:20-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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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口腔医学会预防专委会成立大会
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临床研究
李静，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循证医学与临床流行病学中心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
冯希平，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口腔健康问卷调查及问卷设计
林焕彩，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
大数据背景下的全国第四次流调四川省数据的分析利用
胡涛，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国家相关公共卫生政策的解读
邓颖，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儿童龋病预防解决方案
郭羭，3M 大中华区技术经理

2018 口腔临床实用技术学术会日程
首届西部国际口腔健康管理大数据论坛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15

15:40-16:00
16:00-16:20
16:20-16:40

学术会日程

16:40-17:00

丰富宣教形式，细化操作方式——儿童口腔健康干预项目的经验分享
米方林，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从流调数据看龋病风险评估的需求与技术现状
尹伟，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大数据背景下的牙病就诊状况分析
王瑶，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龋病健康美学管理的新模式和实践
程然，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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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14:00-15:00
15:00-16:00
16:00-17:0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放射专委会换届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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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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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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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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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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膜专题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1

学术会日程

13:30-13:55

慢性盘状红斑狼疮的诊治
聂敏海，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3:55-14:20

口腔扁平苔藓的治疗策略
林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14:20-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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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5-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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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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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装备专题
13:30-14:00
14:00-15:00
15:00-16:0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全科专委会全委会
从口腔临床看口腔全科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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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 CAD/CAM 中心对临床种植的价值
李率，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数字化隐形矫正的未来
张驰，时代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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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口腔临床实用技术学术会日程
儿童口腔专题——儿童口腔健康管理专场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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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日程

16:40-17:20

儿童口腔治疗中微创无痛理念及技术的应用
宋光泰，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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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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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护理专委会全委会

9:40-10:40

护理临床教学核心“三要素”
朱京慈，第三军医大学

10:50-11:50

专科护士培养与发展
杨惠云，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3:30-14:30
14:40-15:40
15:5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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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小琴，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第 3 天 - 第 4 天：2018 年 4 月 27 日全天 -28 日上午
四川省老年口腔专委会年会暨
老年人口腔微创治疗风险管控及对策研讨会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4

9:10-9:30

四川省老年口腔专委会工作报告（老年口腔病学专委会全委会）
吴红崑，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9:50-10:30

老年患者口腔种植设计要点
欧国敏，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30-11:15

老年人常见口腔黏膜病的诊治和预防
聂敏海，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1:15-12:00

老年患者种植修复材料选择
楼北雁，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3:30-15:00

老年患者种植的实施要点及策略
莫安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5:00-16:30

系统性疾病患者的口腔外科治疗
华成舸，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9:00-12:00

模型实习操作训练
莫安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田也，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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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口腔种植微创及数字化专题实操班
教学形式：理论 + 实操 + 真人手术观摩
地点：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3-4 号馆链接馆三楼 4 号会议室 价格：4000 元 / 人

A口 腔 种 植 微 创 及 数 字 化 专 题 实 操 班

2018 年 4 月 25 日（周三）
9:00-10:30

全口牙列缺失的种植与修复
欧国敏，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30-12:00

美学区的数字化种植修复
蔡潇潇，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4:00-15:30

牙列缺失之“数字化种植”
谭震，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5:30-17:00

微创上颌窦底提升的解剖学基础和应用
袁泉，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课程
设计
满毅教授

2018 年 4 月 26 日（周四）
9:00-10:30

美学区软组织的处理技巧和策略
满毅，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30-12:00

数字化的兴起及其在口腔种植精准诊治中的应用
莫安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4:00-15:30

待定
孙勇，四川口腔医院

15:30-17:00

上颌窦外提升的微创技术
刘福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2018 年 4 月 27 日（周五）
9:00-10:30

即刻种植骨增量考量
殷丽华，兰州大学口腔医学院

10:30-12:30

数字化导板下的模型植入（实操）
彭琳，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4:00-17:00

数字化种植的数据获得（口扫取模）（实操）
彭琳，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B 隐形矫治临床实战初级班
教学形式：理论 + 实操
隐形矫治临床实战初级班
B

地点：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2 号馆链接馆三楼 1 号会议室 价格：2000 元 / 人

2018 年 4 月 25 日（周三）
在隐形矫治日益风靡的今天，你还在为是否加入其中而踌躇吗？面对各
种各样的隐形病例，你是否总在纠结于如何制订和修改 3D 方案？让我
们带你拨云见日、规范操作、理顺思路，更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隐形矫
治医师！
隐形矫治规范化硅橡胶印模制取实操
9:00-12:00

14:00-17:00

如何高效、准确地获得病例 3D 设计
方案？——临床资料收集及规范化病 赵 青、 陈 雨
雪 等， 四 川
例提交实操
大学华西口
腔医学院
隐形矫治附件粘接实操
如何提高治疗方案的实现程度？——
典型矫治类型的方案制订、修改实操

备注：请学员自带电脑，并提前下载好时代天使或隐适美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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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设计
白丁教授

C 牙体牙髓培训班——牙髓根尖周疾病诊治难点及解决策略
教学形式：理论 + 实操 + 真人手术观摩
价格：单报理论 1000 元 / 人

单报实操 1500 元 / 人

理论 + 实操 2000 元 / 人

牙髓根尖周疾病的数字影像学诊断与鉴别诊断
王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00-11:00

牙冠开髓与根管口定位的难点分析与解决策略
汪成林，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1:00-12:00

根管预备技术的难点分析与解决策略
彭栗，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3:00-14:00

根管充填技术的难点分析与解决策略
高原，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4:00-15:00

根管治疗后牙体修复的难点分析与解决策略
何利邦，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5:00-16:00

根管治疗后疾病的病因分析与诊治策略
黄定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课程
设计
黄定明教授

地点：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2 号馆链接馆三楼 1 号会议室

2018 年 4 月 27 日（周五）显微根管治疗技术操作培训
9:00-12:00

显微根管治疗技术操作培训
程磊、黄定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3:00-16:00

显微根管治疗技术操作培训
徐欣、高原，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C牙 髓 根 尖 周 疾 病 诊 治 难 点 及 解 决 策 略

2018 年 4 月 26 日（周四）理论培训
9:00-10:00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16

2018 年 4 月 28 日（周六）手术观摩
9:30-12:00

显微根尖外科手术操作演示
黄定明等华西口腔医疗团队

地点：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3 号馆现场手术演示区

D 美学修复实操班
一步一步做好瓷贴面修复的牙体预备
教学形式：现场搭建培训教室，限学员 20 人（2 人一台头模）；专家结合临床设备及器械进行现场操作演示，同步讲解，
手把手指导；学员没人配操作台及器械，在仿头模上进行操作练习；现场同步视频转播，观众可在教室外免费观看。
时间：2018 年 4 月 26、27 日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4 号馆活动区二 Q121
价格：5000 元 / 人 小班教学只招收 20 人

王 剑、 高 姗
姗、 李 磊、
甘 雪 琦， 四
上中切牙瓷贴面的临时冠制作和粘接 川 大 学 华 西
口腔医学院
上中切牙瓷贴面的牙体预备

4 月 26-27 日

以上操作的四手操作配合

课程
设计
于海洋教授

D美 学 修 复 实 操 班

上中切牙瓷贴面的硅橡胶印模

显微镜视野下的贴面试戴、粘接
本次实操班包括学员学习用头模、操作模型、预备车针套装、聚醚印膜材、橡皮障、
头灯、护目镜及耗材等物品
特别备注：1、报名学员送预备车针套装一套。
2、学员自带离体上颌中切牙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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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无痛麻醉技术和激光在儿童口腔临床治疗
中的应用实操培训班
教学形式：理论 + 实操
地点：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 号馆 13 号会议室

价格：1500 元 / 人

E无 痛 麻 醉 技 术 和 激 光

2018 年 4 月 26 日（周四）
8:30-9:0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儿牙专委会换届会

9:00-10:00

儿童口腔临床治疗中的无痛技术
邹静，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10-12:00

激光在儿童口腔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Prof. Roly Kornblit，意大利罗马 Sapienza 大学
口腔医学院

14:00-17:00

无痛麻醉技术和激光在儿童口腔临床治疗中的应用
实操培训 （限招 24 人）

课程
设计
邹静教授

F 注射美容在口腔领域的应用实操班
教学形式：理论 + 头模注射实操
地点：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4-5 号馆链接馆二楼 5 号会议室

F注 射 美 容 在 口 腔 领 域 的 应 用 实 操 班

价格：3000 元 / 人医生 + 护士（凭护士工作证或执业证）组合报名优惠价 5000 元 / 组

2018 年 4 月 26 日（周四）
玻尿酸填充的原理及产品介绍

9:00-12:00

玻尿酸矫正小下巴的解剖基础与注
射技法
玻尿酸矫正面中分凹陷的解剖基础 王 杭、 郑 玮 ,
四川大学华西
与注射技法
口腔医院
玻尿酸塑造完美唇形
牙龈黑三角的透明质酸治疗
玻尿酸的并发症及处理
肉毒毒素的机理及产品介绍
肉毒毒素治疗露龈笑的解剖基础与
注射技法

14:00-17:00

冯 戈、 李 果 ,
肉毒毒素治疗咬肌肥大的适应症，
四川大学华西
解剖基础与注射技法
口腔医院
肉毒毒素治疗口角下垂的解剖基础
与注射技法
肉毒毒素的并发症预防与处理

2018 年 4 月 27 日（周五）
露龈笑的肉毒毒素治疗
咬肌肉毒毒素治疗
9:00-12:00

玻尿酸颏部注射
玻尿酸塑造完美唇形

冯 戈、 郑 玮，
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医院

玻尿酸面中份完美打造
微创注射的护理操作流程与规范

14:00-17:00

微创注射在口腔执业范围内的政策
王 杭、 李 果、
解读
口周肌肉的定点与肉毒毒素的注射 蒋 素 兰， 四 川
大学华西口腔
模拟
医学院
口周血管的描画与仿头模注射模拟
疑问解答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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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设计
王杭教授

G 牙周手术操作与护理培训班
教学形式：理论 + 猪颌骨实操
地点：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2 号馆链接馆三楼 1 号会议室

价格：1500 元 / 人

牙周手术治疗原则
赵蕾，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30-12:00

牙周翻瓣术的基本技巧
孟姝，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3:00-13:45

牙周系统病历信息的采集与管理
王雁，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3:45-14:30

牙周手术治疗的护理及器械管理
赵峪君，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4:30-16:30

牙周外科手术基础技能与术式操作训练
赵蕾、孟姝，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6:30-17:00

牙周手术器械维护与护理配合
赵峪君、王雁，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课程
设计
丁一教授

牙周手术操作与护理培训班
G

2018 年 4 月 27 日（周五）
9:00-10:30

H 口腔四手操作规范化临床应用培训班
地点：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2 号馆链接馆三楼 2 号会议室

价格：1800 元 / 人

2018 年 4 月 25 日（周三）
开幕式、合影
赵佛容，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9:40-10:40

四手操作的发展及国内外比较
李秀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10:50-11:50

四手操作的基础理论
李灏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3:30-14:10

四手操作临床应用中的常见问题及处理对策
赵佛容，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4:20-15:20

四手操作在根管治疗术中的应用
赵晓曦，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5:30-16:30

四手操作在固定义齿修复基牙牙体预备中的应用
鲁喆，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2018 年 4 月 26 日（周四）
9:00-9:50

橡皮障的临床应用
李灏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0:00-10:50

四手操作在儿童口腔治疗中的应用
徐庆鸿，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1:00-11:50

四手操作在牙种植手术中的应用
杜书芳，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3:30-14:20

四手操作在颌面外科门诊手术中的应用
廖学娟，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4:30-15:20

四手操作在口腔正畸科的应用
刘漫丽，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5:30-16:20

四手操作在牙周治疗中的应用
陈文，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课程
设计
赵佛容主任

口腔四手操作规范化临床应用培训班
H

9: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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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四手操作理论竞赛
地点：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4 号馆活动区一 Q120 价格：700 元 / 人

四
I 手操作理论竞赛

2018 年 4 月 26 日（周四）
9:30-9:50

大会领导发言

9:50-10:20

四手操作理论必答题答题

10:20-10:50

快板

10:50-11:30

四手操作理论答题竞猜

11:30-11:50

舞蹈

11:50-12:00

颁发奖状

12:00-12:20

参赛人员照相

13:30-14:30

四手操作比赛视频观摩

点评专家：
赵佛容
陈守会
王雪梅
贾丽琴
胡志萍
石兴莲
楼北雁

课程
设计
赵佛容主任

J 实用 X 线头影测量专题班
地点：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 1-2 号馆链接馆三楼 2 号会议室 价格：2000 元 / 人

2018 年 4 月 27 日（周五）

J实 用
线头影测量专题班
X

9:00-10:30

头影测量精准定点及释疑

10:30-12:00

实操

14:00-15:30

常用分析法解析

15:30-17:00

实操

9:00-10:30

头影测量三维向指标解析

10:30-12:00

实操

14:00-15:30

头影测量重叠图的构建及临床应用

15:30-17:00

实操

王军、王艳民、
唐甜等，
四川大学华西
口腔医学院

2018 年 4 月 28 日（周六）
王军、王艳民、
唐甜等，
四川大学华西口
腔医学院

备注：学员自带笔记本电脑（安装 windows 8 或以上），现场提供 Uceph 头影
测量软件用于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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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设计
王军

企业专场
第一天：2018 年 4 月 25 日（周三）
时间

组织单位

10:00-12:00

演讲主题

主讲嘉宾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
中心 3 楼天府厅

中国牙谷投资推介会

13:30-15:00

种植过程中并发症的处理与
防范

满毅，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
学院

固定牙戴牙时的调牙合

孟玉坤，四川大学华西口腔
医学院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16

贝施美专场
15:00-16:30

地点

9:30-12:30

金悠然专场

美加超薄贴面在咬合重建中
的应用

孙凤，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中心 3 号馆会议室 17

10:00-12:00

益锐专场

根管精细化规范治疗——迈
向长期治疗成功的必经之路

何文喜，空军军医大学口腔
医学院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中心 3-4 连接馆二楼
3 号会议室

隐形矫治的“柔”与“刚”

吴刚，解放军第八五医院

14:00-15:30

15:30-17:00

正畸支抗钉在 Smartee 隐
形矫正中的应用分析

李树军，美可美牙科

9:30-11:00

复合树脂及玻璃陶瓷粘接修
复失败的原因与对策

何利邦，四川大学华西口腔
医学院

牙科高分子抗菌修复材料的
发展

陈吉华，空军军医大学口腔
医学院

企业专场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中心 3 号馆会议室 17

正雅隐形矫治专场

可乐丽专场
11:00-12:30

13:45-14:00

开幕词

14:00-15:00

15:00-16:00

II 类患者的矫治策略

埃蒙迪正畸专场

16:00-17:00

17:00

赖文莉，四川大学华西口腔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医学院
中心 4 号馆会议室 18

伴 TMD 症状错颌畸形患者
正畸治疗的应对之道

陈军，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
腔医院

高质量正畸治疗的理想咬合
目标

韩向龙，四川大学华西口腔
医学院

互动提问环节

13:30-15:00

即刻种植及适应症选择

莫安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
医学院

zimmer 种植专场
15:00-17:00

无牙颌种植修复的风险控制

Michael Sonick，Fairfield
University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中心 3-4 连接馆二楼
3 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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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中国（西部）口腔医学学术会
企业专场

第二天：2018 年 4 月 26 日（周四）
时间

演讲主题

主讲嘉宾

9:25-9:30

主持人开场

吴轶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9:30-10:30

口腔美学种植治疗方案总结

宿玉成，北京协和医院种植
中心

10:30-11:30

种植美学基础和临床技术

李德华，空军军医大学口腔
医学院

13:25-13:30

组织单位

士卓曼专场 - 口腔
美学区的种植治疗
方案

主持人开场

宫苹，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议
学院
中心三楼蜀都厅

13:30-14:30

如何通过膜龈手术获得种植 Dr.Laurence Adriaens，
治疗的美学效果
比利时根特大学牙医学院

14:30-15:30

原位行美学区软组织增量技 满毅，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
术探讨
学院

15:30-16:30

美学区修复设计的关键

企业专场

14:00-17:00

古莎专场

9:00-12:00

萨尼专场

13:00-16:00

速迈专场

谭震，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
学院

树脂直接修复中的常见问题 赵奇，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根管系统的显微新视界

地点

范兵，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根管治疗后疑难病例的显微 黄定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
根尖手术诊治
医学院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中心 1 号馆会议室
14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16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中心 2 号馆会议室
16

森田根管治疗、
CBCT 专场

再治疗根管通路的重建与工 黄定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
作长度的确定
医学院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中心 3 号馆会议室
17
2018：《不忘初心 - 关于 王虎，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
口腔影像的故事》
学院

西湖专场

正畸治疗对成人面部软组织 金作林，空军军医大学口腔
的影响之“牙套脸”
医学院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中心 4 号馆会议室
18
正畸垂直向控制与“露龈笑” 李宇，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
综合治疗
学院

欧罗德卡专场

显微根管治疗——工欲善其 葛久禹，南京大学医学院附
事，必先利其器
属口腔医院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中心 4 号馆会议室
18
何文喜，空军军医大学口腔
现代根管治疗“度”的把握
医学院

9:00-12:00

14:00-17:00

9:00-10:30

10:30-12:00

14:00-15:30

15:30-17:00

多学科联合治疗阻塞性睡眠 黄跃 ,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口
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腔医学院

9:00-10:00
新亚专场
10:00-11:00

11:00-12:00

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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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性 III 类错合的进与退

奥精专场

即刻种植和牙槽嵴保存

颧牙槽嵴支抗钉内收全牙弓
普特青年学院生物
矫治成人拔牙临界病例的应
力学专场
用体会与效果评价

韩向龙，四川大学华西口腔
医学院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中心 3-4 连接馆二楼
3 号会议室
刘世锋，四川大学成都华西
牙种植医院
林新平，杭州牙博艺口腔

企业专场
第三天：2018 年 4 月 27 日（周五）
时间

组织单位

演讲主题

主讲嘉宾

9:00-10:00

康达专场

Er，Cr：YSGG 激光在牙
周和种植中的临床应用

倪杰，江苏省口腔医院

10:00-11:00

贝琼专场

关于颊侧集中颌在全口吸附
性义齿中的应用实操效果

杜欣，贝琼齿材 PPDS 首席
培训师，日本ピジョン化学
工业株式会社 海外技术部

11:00-12:00

美中意专场

激光在变异被动萌出和美学
修复中的作用

姚江武，厦门医学院附属口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腔医院
中心 3 号馆会议室 17

口腔医疗用水气洁净工程
一一次氯酸水及其应用

刘福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
医学院

14:30-15:30

口腔综合治疗台水路感染控
制的思考与实践

苏静，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口
腔医院

10:00-12:00

后现代、低成本口腔实战运
营课程系列

韦强，上海灏澜医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3:00-14:30

前牙微创种植与贴面修复临
床细节背后的故事

张强富，亚非牙科

13:30-14:30

地点

溢源专场

企业专场

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
中心 4 号馆会议室 18

KQ88 牙医沙龙
14:30-16:00

深覆颌，何惧之有

钟佳溪，科瓦齿科

16:00-17:00

数字化种植下的舒适治疗

李彦德，中铁二局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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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中国（西部）口腔医学学术会
企业专场

“松风杯”聚合瓷种植体上半部修复操作大奖赛

主办单位：四川省口腔修复工艺委员会
成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松风口腔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成都亚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光聚合瓷工艺与传统的烤瓷相比较，具有操作简单，颜色丰富，同时树脂材料的高
弹性起到了分散咬合力，大大降低了对植体的冲击，提升了口内种植体的存活率是，
是口腔种植上部结构修复不可或缺的技术和工艺。为了提高种植体修复的医疗水平，

企业专场

促进广大技工厂更好的为临床和病人服务，特举办本次比赛。

大赛时间：

西部国际口腔展同期（4 月 25-28 日）

大赛地点：

西部口腔展现场 G25 技工大赛区

参赛范围：

西南地区的民营技工厂

比赛内容：

比赛分初赛现场比赛两个部分，具体参赛通知、参赛细节及奖品信息
请登陆西部国际口腔展官网（www.wcise.com）下载或咨询亚昆公司。

报名方式：

亚昆公司：
李慧小姐 13688109210；
陈雪梅小姐 13340205023；
白冰女士 1390817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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