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誉十八年领跑中西部地区口腔医疗市场

西部国际口腔展
第十九次中国（西部）国际口腔医学学术会
2020中国（西部）国际口腔设备与材料展览会
智慧口腔年（2018-2020）

学术会邀请
2020/08/7-11

邀请函
Invitation

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成都天府新区福州路东段88号）

www.wcise.com 028—85291775

学术会
& 培训班一览表
学术会注册及服务
时间地点
报到时间：2020 年 8 月 6 日

修满会议要求
学时后，将获
得国家级继续
教育 I 类学分
10 分

报到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4 号馆馆前学术会 / 培训班报到处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福州路东段 88 号）
会议时间：2020 年 8 月 7-11 日
会议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
会议内容：详见会议日程安排

温馨提示：
为了保障您能够安全顺利参加本次学术会议，应疫情防控要求，请务必提前注册学术会 / 培
训班，组委会将根据防疫规定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门票类型

门票价格（通票）

时间期限

学术会 - 医学会会员

600 元

7 月 15 日后恢复原价 700 元

学术会—非医学会会员

800 元

7 月 15 日后恢复原价 900 元

学术会
& 培训班一览表
学术会报名方式
提前注册（请按以下方式注册，会前注册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截止）
1、微信登记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点击“付费参会”
会议报名信息提交

确认缴费后邮寄证卡
现场凭证卡参会

2、联系客服
添加客服微信，由专人为您服务，
参会咨询：18228034378（同微）
免费参观咨询：18280034614（同微）
注册费支付方式：
a/ 银行账户汇款：
开户行：交通银行成都高新南区支行
户 名：湖北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账 号：5116 1001 5018 1703 92892

行 号：301651000234

b/ 支付宝汇款：wcise@wcise.com；湖北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C/ 微信汇款：官方微信账号：西部口腔医学学术会客服，微信号：18228034378

第十九次中国（西部）国际口腔医学学术会日程表
2020 年 8 月 7-11 日 / 中国 ~ 成都
中国牙谷国际峰会
2020 年 8 月 7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多功能厅 B-C 厅
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14:00-15:00

国家战略与口腔文化
乳恒牙替换模式及分子机制
口腔博物馆文化
待定

周学东教授
王松灵院士
赵依民教授
张志愿院士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首都医科大学
空军军医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专委会同期换届大会
2020 年 8 月 7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多功能厅 B-C 厅

日程待定

种植专题
2020 年 8 月 8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多功能 C 厅
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13:30-14:00
14:00-15:00

数字化技术在牙种植修复中的应用
王佐林教授
同济大学口腔医学院
种植体周炎处理方法进展
赖红昌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全身系统性疾病中种植治疗的风险控制
袁泉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学专委会全委会

待定

15:00-16:00

种植取模的误差与预防

满毅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6:00-17:00

种植咬合相关问题

宫苹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胡涛教授
胡涛教授
台保军教授
荣文笙教授
张颖教授
黄睿洁副教授
尹伟副教授
郑树国教授
曾晓娟教授
孟姝副教授
程然副教授
舒睿副教授
程立副主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复旦大学附属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广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预防专题
2020 年 8 月 8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资阳厅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预防学专委会全委会
9:00-9:45

9:45-10:30
10:30-11:15
11:20-11:40
11:40-12:00
14:00-14:45
14:45-15:30
15:35-15:55
15:55-16:15
16:15-16:35
16:35-16:55

新冠疫情后口腔科医师如何看诊

在龋病管理中，如何应用氟化物？
基于风险评估的龋病分级管理在社区预防中的应用
儿童龋易感者的治疗和管理
乳恒磨牙预成冠技术
从畸形中央尖折断的治疗看牙髓再生治疗
现代膳食模式与口腔健康
牙种植治疗中的牙周维护
牙周牙髓一体化治疗
正畸治疗过程中龋病发生现状
正畸治疗过程中龋病发生的防治

牙周专题
2020 年 8 月 8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成都厅

9:00-9:55

牙周病基础治疗

杨丕山教授

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

9:55-10:50

Tunnel 技术行根面覆盖术的技术要点

钟良军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

10:50-11:10

休息

11:10-12:00

罹患重度牙周病变磨牙微创拔牙、位点保存和种植策略

胡文杰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13:00-13:55

伴有心血管疾病的牙周病患者临床诊疗注意事项

任秀云教授

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3:55-14:50

妊娠期牙周疾病管理的临床思虑

丁一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4:50-15:45

牙周辅助正畸骨增量技术

赵蕾副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5:45-16:00

休息

16:00-17:0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委会全委会

口腔放射专题
2020 年 8 月 8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宜宾厅

9:00-10:00
10:10-11:00
11:10-12:00
14:00-15:00
15:10-16:10
16:20-17:00

CBCT 在种植治疗中的应用
王虎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全景片的拍摄及应用选择
待定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待定
任家银博士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口腔临床诊疗中的“牙骨质结构不良”
刘莉博士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牙根折裂的影像诊断
郑广宁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放射学专委会全委会

四川省牙及牙槽外科专委会第一届第一次学术会议（安全舒适拔牙）
2020 年 8 月 8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多功能 B 厅
9:00-9:3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牙及牙槽外科专委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全委会

9:30-10:20

如何用七步法拔出非常复杂的患牙

胡开进教授

10:20-11:10

拔牙并发症处理

张伟教授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11:10-12:00

口腔局部麻醉相关问题再认识

赵吉宏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14:00-14:50

牙槽骨骨增量新技术体系的创建及新型帐篷钉系列产品研发

邹多宏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第九人民医院

14:50-15:40

兼顾安全与效率 -- 适合民营的几种舒适化治疗方法

郁葱副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5:50-16:30

抗凝 / 抗血小板治疗患者拔牙围术期处理

潘剑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重庆口腔日—多学科交叉，走好全科路
2020 年 8 月 8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南充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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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幕式
TMD 与正畸
牙周与口腔健康的关系
“拔”or“留”-- 大面积根尖病变的诊治策略
冠根一体化治疗的关注要点
全科视角与种植修复
全科诊疗中的风险因素评估与策略

赵志河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吴亚菲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王霄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朱亚琴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付钢主任医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李丛华主任医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牙体牙髓学术专场
2020 年 8 月 8-9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天府厅

9:00-9:30
9:35-10:05
10:10-10:40
10:45-11:15
11:20-11:50

8月8日
大师专场
牙髓再生治疗的临床操作管理与疗效评价
牙颈部缺损的修复
牙体牙髓临床病例诊治经验分享
根管再治疗的问题考量
根管预备机动镍钛锉的发展演变

16:30-17:00

13:30-14:00
14:05-14:35
14:40-15:10
15:15-15:45
15:50-16:20

14:05-14:35
14:40-15:10
15:15-15:45
15:50-16:20
16:30-17:00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专委会全委会

显微专场
显微根管治疗术的临床操作指南
显微镜下的牙根尖秘境
前牙根尖手术中的软组织处理及美学考虑
复杂问题，简单解决——浅谈显微根管外科
显微根尖手术的临床管理

凌均棨教授
陈文霞教授
王祖华主任医师
王捍国副教授
黄定明教授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院
广西医科大学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8月9日
“手把手”临床案例展示与点评
青年专场

9:00-11:45
13:30-14:00

周学东教授
陈智教授
梁景平教授
余擎教授
岳林教授

牙吸收的诊断和治疗进展

张旗教授

同济大学口腔医院

解析大数据时代下的显微根尖手术
林正梅教授
牙源性疼痛的思考
孟柳燕副教授
根管治疗术中的感染控制
杨德琴教授
全身系统疾病患者的牙体牙髓疾病诊治的临床管理
程磊教授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专委会全委会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院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老年口腔疾病多学科综合治疗学术论坛
2020 年 8 月 9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成都厅

9:30-10:00
10:10-10:55
11:00-11:45
13:30-14:15
14:20-15:05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医学专委会全委会
老年患者种植特点
刘洪臣教授
数字化口腔诊疗全面观
王勇教授
龋病全生命周期管理
周学东教授
老年常见口腔黏膜疾病预防

蒋伟文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口腔医学中心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

口腔颌面部遗传病专题学术会
2020 年 8 月 9 日上午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6 号馆·1F-05 会议室
9:00-9:50
9:50-10:30
10:30-11:10
11:10-11:50
11:50-12:3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遗传病专委会全委会
出生缺陷防控新进展
口腔颅颌面综合征的遗传学研究与思考
第一鳃弓衍生组织畸形的诊断分型与病因研究进展
非综合征型唇腭裂遗传学研究进展

朱军教授
段小红教授
王旭东教授
贾仲林副教授

中国出生缺陷检测中心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数字化论坛
2020 年 8 月 9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多功能 C 厅
9:00-10:00
10:00-11:00
11:00-12:00
13:20-14:20
14:20-15:20
15:20-16:10
16:10-17:00

数字化种植外科技术的“能与不能”
目前数字化在总义齿修复中的应用
上颌窦植骨黏膜穿孔及处理
数字化助力美学区种植——从设计到实现，从手术到修复
数字化种植之临床践行
美学区的种植数字化设计
数字化引导下的骨增量及相关思考

张健教授
孙俊良医师
林野教授
刘峰教授
付钢主任医师
蔡潇潇教授
伍颖颖副教授

天津市口腔医院
杭州市玖合口腔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手把手”做好数字种植美学功能修复——（一）锆瓷美学—美学与仿真
2020 年 8 月 8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眉山厅
9:00-9:50
9:50-10:40
10:40-11:40
11:40-12:00
13:30-14:30

种植美学修复中的咬合设计误区
锆瓷种植美学修复的数字临床流程
牙齿形色匆匆 -- 医技碰撞
Vita 弹性瓷琥珀瓷锆瓷的临床决策
氧化锆在种植修复中的应用

刘洪臣教授
于海洋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口腔医学中心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曾祥青
胡楠讲师
康建明

深圳印象全瓷工作室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爱迪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30-15:15

涉及种植的咬合重建时容易出现的认识误区

张亮主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5:15-15:45

瓷美学修复的咬合设计与调牙合

15:45-16:15

讨论：美学泛滥？美学修复还是仿真修复？

16:15-17:00

高姗姗副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刘洪臣教授、于海洋教授、李继遥教授、瞿珂、刘斌教授、孟玉坤副教授、
岳莉主任技师、赵蕾副教授、王剑教授、李磊副教授、王军、郜雨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学专委会全委会及四川省口腔医学会青年委员会成立大会

“手把手”做好数字种植美学功能修复——（二）牙缺失的种植修复—固定与可摘，数字与实体
2020 年 8 月 9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眉山厅
9:00-9:50
9:50-11:10
11:10-12:00
13:30-14:15
14:15-15:15
15:15-15:35
15:35-16:20
16:20-16:30
16:30-17:00

合理制订下颌无牙颌患者诊疗方案的依据
无牙颌种植修复的考量和解析
案析钛合金三维打印在种植与修复中的应用
种植美学修复中局麻效果不良的原因及对策
无牙颌种植覆盖义齿的设计原则与并发症防治
全颌重建的数字化转移流程
种植美学修复中的牙周必须关注的临床要点

钛孚美金属三维打印的应用评价
讨论：数字化种植修复临床应用的瓶颈在哪？数
字与实体，固定与可摘的选择？

陈吉华教授
陈琰教授
于海洋教授
潘剑教授
耿威副主任医师
董博技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赵蕾副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刘春煦讲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陈吉华教授、陈琰教授、于海洋教授、莫安春教授、
袁泉教授、岳莉主任技师、高邦奎

甘肃口腔日 - 口腔种植临床技术的规范与进展
2020 年 8 月 9 日上午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南充厅
9:00-9:45
9:45-10:30
10:30-11:15
11:15-12:00

后牙即刻种植的流程与最新进展
牙槽嵴保存 - 循证与创新
前牙即刻种植技术的临床程序及风险控制
无牙颌种植数字化解决方案

满毅教授
殷丽华教授
余占海教授
葛振林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兰州大学口腔医院
兰州大学口腔医院
兰州康美口腔医院 / 兰州大学口腔医院

贵州口腔日—口腔修复专场
2020 年 8 月 9 日下午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南充厅
13:00-13:40
13:45-14:25
14:30-15:10
15:15-15:55
16:00-16:40
16:45-17:25

口腔修复咬牙合重建的治疗原则
前牙美学修复的技术要点
经牙槽嵴顶上颌窦提升，植骨与否？
咬合不稳定的原因及治疗原则
美学瓷贴面仿生修复比色技巧
浅谈美学瓷贴面术前设计

杨晓红副教授
董强主任医师
廖健副教授
罗袆副主任医师
张林特聘讲师
胡政特聘讲师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修复科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修复种植科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修复种植科
贵阳市口腔医院修复科
遵义铂菲口腔
京州口腔医院盘江分院

口腔黏膜专题
2020 年 8 月 9 日下午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宜宾厅
13:00-13:30
13:30-14:10
14:10-14:50
14:50-15:30
15:30-16:10
16:10-16:5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黏膜病（中西医）专委会全委会
口腔黏膜类天疱疮面面观
曾昕教授
川东北地区口腔扁平苔藓患者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调查分析
刘英教授
对当前口腔黏膜疾病互联网问诊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林木主治医师
大疱性疾病活检的术区选择及手术方式
吴芳龙主治医师
常见口腔黏膜病的诊治思路
聂敏海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川北医学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西南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口腔全科学术专场
2020 年 8 月 9 日下午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6 号馆·1F-05 会议室
14:00-15:00

正确理解并开展口腔全科医疗

刘洪臣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口腔医学中心

15:00-16:00

多专业技术 VS 全科理念 --- 如何做好全科医生？

潘洁副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16:00-16:3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全科口腔专委会全委会

口腔美学·正畸论坛 - 大咖谈
2020 年 8 月 9-10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资阳厅
9:00-10:00
10:00-11:00
11:10-12:00
13:30-14:30
14:30-15:30
15:30-16:30
16: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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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
无托槽隐形和个性化舌侧矫治器前牙转矩控制设计详解
赵志河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正畸治疗及美学效果的牙周辅助
王勤涛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纠偏扶正—不同阶段偏颌畸形的治疗
厉松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正畸治疗龋病防治策略
周学东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错合畸形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现状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胡涛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口颌面美学塑建之正颌正畸
白丁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学专委会全委会、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委会全委会

8 月 10 日
多学科融合的口腔美学
数字化时代的经典与未来—垂直向控制对侧貌之影响
牙周患者隐形矫治设计原则与临床处理策略

谭建国教授
曹阳教授
赖文莉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国际民营口腔经营管理高峰论坛·2020 成都
2020 年 8 月 9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多功能 B 厅
9:00-10:30

题目待定

贺周主任医师

北京华景齿科

10:30-12:00

题目待定

何宝杰院长

河南赛思口腔医院

13:00-13:3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专委会全委会

13:30-15:30

口腔行业的“变与不变”沙龙

15:30-15:50

题目待定

郑伦章

15:50-16:10

题目待定

荣长根

瑞安口腔
华美口腔

16:10-16:30

题目待定

高邦奎

登特口腔

16:30-16:50

题目待定

武宏儒

博美口腔

《中国儿童口腔健康状况蓝皮书》发布会暨第三届儿童口腔健康管理国际论坛
2020 年 8 月 9-10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多功能 A 厅

8月9日
9:00-10:15
10:25-11:00

中国儿童口腔健康状况蓝皮书发布会
中国儿童口腔健康的现实与梦想

主题：“关注儿童口腔 共筑美好未来”
葛立宏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1:00-11:30

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管理

周学东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1:30-12:00

我国儿童的口腔健康状况和口腔健康管理

荣文笙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14:00-14:45

不同治疗及修复方式对乳磨牙牙髓病预后的影响

王小竞教授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14:45-15:30

牙萌出异常的早期干预

汪俊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15:30-16:15

根尖诱导成形术 / 牙髓再生术，谁与争锋？

赵玮教授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16:15-17:00

多学科联合的婴幼儿口腔健康管理

隋文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邓辉教授
万阔教授
宋光泰教授
邹静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8 月 10 日 上午
9:00-9:45
9:45-10:30
10:30-11:15
11:15-12:00

儿童口腔健康促进
儿童口腔舒适化治疗技术的核心要素初探
铒钕双波长激光微创治疗的初探
《Pediatric dentistry clinical syllabus》解读

口腔护理学术高峰论坛—护理安全管理助力口腔医疗质量持续改进
2020 年 8 月 10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成都厅

9:00-10:00

基于科学思维的护理质量管理

李继平教授

10:00-11:00

题目待定

肖明朝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 华西医院

重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1:00-12:00

病区药品安全管理策略

温贤秀教授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13:00-14:10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实现护患体验双赢

蒋运兰教授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14:10-15:00

深化优质护理内涵，护航口腔医疗安全

赵佛容教授

四川口腔医院

15:00-15:50

基于患者安全的口腔专科风险防控及护理管理

毕小琴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5:50-16:4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护理学专委会全委会

赵佛容教授

四川口腔医院

四川省口腔颌面外科专委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
2020 年 8 月 10 日上午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宜宾厅
9:00-9:15
9:15-10:10
10:10-11:05
11:05-12:0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颌面外科学专委会全委会
口腔颌面部血管瘤及血管畸形的门诊治疗
口腔颌面部肿瘤诊断技术进展
促进牙槽窝愈合的微创拔牙设施策略

李龙江教授
高庆红教授
李一教授
刘显副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口腔急诊医学与急诊科建设
2020 年 8 月 10 日上午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天府厅
9:00-9:30
9;30-10:20
10:20-11:10
11:10-12:00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急诊专委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全委会议
继往开来—口腔急诊医学任务和展望
朱亚琴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口腔专科医院急诊科的建设与管理
陈永进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常见口腔急诊诊疗规范
华成舸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修复工艺专题学术会
2020 年 8 月 10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眉山厅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工艺学专委会全委会 - 专委会换届及工作报告
9:00-9:30

专委会换届及工作报告，青年委员会成立、授证
数字化 RPD 临床及工艺学术专场

郭锡久教授、孟玉坤副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激光打印数字化 RPD 支架 -- 从基础临床设计到尖端制造工艺

9:30-10:30

经典 RPD 的临床分类设计

孟玉坤副教授

10:30-11:15

牙科激光 3D 打印钛合金材料及加工工艺优化

刘睿诚工程师

成都优材科技有限公司

11:15-12:00

激光打印 RPD 支架的应用与思考

周小锋研发部长

成都登特牙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数字化口腔种植临床及工艺学术专场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数字化口腔种植美学技术前沿 --- 从术前规划到完美实现

13:30-15:00

种植导航技术在前牙种植美学修复中的应用

贺刚博士

尚善口腔院长

15:00-16:00

医技配合做好数字化种植修复

岳莉副主任技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6:00-17:30

完美种植规划及临床实现

莫安春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中华口腔医学会美学修复巡讲暨第七届“绚彩梦想秀 口腔好医生”跨学科优秀病例展巡讲（成都站）
2020 年 8 月 10 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9 号馆·南充厅
9:00-9:30
9:30-10:10
10:10-10:50
11:00-11:40
11:40-12:20
12:20-12:30
13:30-17:00

上半场—美学修复巡讲专场
开幕式
口腔激光技术临床应用新进展与展望
刘洪臣教授
解放军总医院口腔医学中心
待定
蒋欣泉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嵌实求新—如何做好嵌体
刘斌教授
兰州大学口腔医院
炫彩高透锆瓷修复体的牙体预备标准
于海洋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二次咬合重建及美学修复一例
胡楠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下半场—第七届中华口腔医学会跨学科优秀病例展巡讲专场
选手报告、专家点评、颁发证书

学术会精彩日程持续更新中 ......
以上学术会日程内容更新为 5 月 27 日，部分内容可能会有变动，详细日程以现场公布为准！请关注“西部国际口腔展”公众号了解大会详情！

企业专场
企业专场
专题

日期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单位

会议地点

欧罗德卡(中意
合资)专场

8月8日

14:00-17:00

根管成形：理念，策略与方法

高原副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4号馆

新亚专场

8月8日

9:30-12:30

全同步带状弓矫治病例临床解析

李多副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正雅隐形矫治
专场

14:00-15:30

慎重对待III类案例拔牙问题

李树军院长

美可美牙科 创始人兼院长

8月8日
15:30-17:00

隐形矫治垂直向支抗控制设计思考

陈允嘉博士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森田专场

8月9日

14:00-17:00

大数据下的口腔影像与临床相关性

王虎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朗朗专场

8月9日

9:30-12:30

口腔门诊股权激励机制的应用

张朝晖副总裁

大型口腔连锁集团副总裁

萨尼专场

8月9日

14:00-17:00

DIO专场

8月9日

9:30-12:30

DIOnavi.Full Arch全程数字化无牙
颌解决方案

崔秉浩教授

韩国延世大学

13:30-14:30

如何让隐形矫治助力专业发展

杨艺强医生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口腔医
院

博思美专场

8月9日
14:30-16:30

无托槽隐形矫正-软硬膜对牙齿移动
的影响与思考

李树军院长

美可美牙科 创始人兼院长

根管工作长度确定的临床路径决定根
管治疗临床效果

黄定明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4号馆

5号馆

5号馆

4号馆

5号馆

森田专场

8月10日

9:30-12:30

大众医疗专场

8月10日

9:30-11:30

埃蒙迪学术讲
座-正畸专场

8月10日

待定

5号馆

待定

14:00-15:30

开合的矫治策略

赖文莉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5:30-17:00

基于上下前位置的正畸治疗方案设计

李娟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国际口腔显微技术大会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4 号馆显微大会区
口腔显微技术被越来越多的医生接受，已成为主流治疗技术，广泛应用于牙体牙髓，修复，牙周，颌面外科，种
植等口腔治疗领域。为了让西部医生普及口腔显微技术，展会同期举办国际口腔显微技术大会。

大会形式：显微理论 + 操作体验
大会在显微专区搭建现场会议室及三个实操体验区，牙体牙髓、种植、牙周、修复、外科等涉及显微的科室各安
排半天时间做理论及实操体验培训。学员需提前报名，组委会统一安排。

显微学术日程安排
科室
A 外科

时间
8 月 8 日 14:00-14:30

题目

讲师

口腔颌面部缺损的优化修复

李龙江教授

8 月 8 日 14:30-17:00

显微外科操作实践

8 月 9 日 9:00-10:00

牙周显微手术技术要点

8 月 9 日 10:00-11:30

牙周显微手术操作练习

8 月 9 日 13:30-14:00

于海洋教授开场白：为什么我们需
要纤维修复——噱头 or 方向

8 月 9 日 14:00-14:30

实操标准体验 1

C 显微修复体验 8 月 9 日 14:30-15:00
8 月 9 日 15:00-15:30

实操标准体验 2

B 牙周组织显微
技术培训

实操标准体验 4

8 月 9 日 16:45-17:00

于海洋教授总结点评

8 月 10 日 9:10-10:10
8 月 10 日 10:10-12:00

E 牙体牙髓

于海洋教授
罗天讲师
范琳、高静、
胡楠、贺锦绣

实操标准体验 3

8 月 9 日 15:30-16:45
8 月 10 日 9:00-9:10
D 种植

待定
赵寰副主任医师
郭淑娟副教授
赵寰副主任医师
郭淑娟副教授

地点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显微体验区 1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显微专区现场会议室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显微体验区 1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显微体验区 2

开场致辞

满毅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显微专区现场会议室

显微在种植外科中的应用

莫安春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显微专区现场会议室

种植显微外科基本操作要点和临床
杨醒眉、张亮、何佳容
技巧（实操）

8 月 10 日 13:30-14:00

牙体牙髓疾病的显微诊治技术

徐欣教授

8 月 10 日 14:00-17:00

根管治疗显微技术的操作培训

张敏、梁坤能、宋东哲

显微体验区 1：博恩登特

主讲人单位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显微专区现场会议室

显微体验区 2：速迈、西诺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显微体验区 3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显微专区现场会议室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显微体验区 3

显微体验区 3：牙谷星胡克

免费报名咨询电话：18228034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