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讲座专场  时 间 题  目 主讲嘉宾 主持嘉宾

09:30-11:00 口腔正畸临床的风险及防控关键点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赵志河教授

11:00-12:30 功能与美观～开合矫治策略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金作林教授

2号 康特专场 10:30-12:30 新材料Crios的临床应用——嵌体与冠的调牙合细节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孙凤主任医师 瑞士康特齿科集团

3号 古莎专场 10:30-12:30 树脂美学修复中的常见问题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赵奇教授 古莎齿科有限公司

4号 贝施美专场 10:30-12:30 全瓷冠修复牙体预备-无肩台VS传统肩台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固定修复科 万乾炳主任 成都贝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号 广东省口腔医学会年会 10:00-12:30

10:00-10:45 美学区即刻种植位点设计的数学逻辑与把控技巧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李少冰 博士

10:45-11:30 即刻种植时机的选择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胡晓文 副教授

11:30-12:15 上颌前牙区牙槽嵴垂直骨增量的应用-Vertical Ridge Augmentation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郭泽鸿 博士

10:20-10:30 大会主席致辞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艾虹教授

10:30-11:30 稳以载道-隐形矫治对颌位的稳定作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陈琳博士

11:30-12:30 S8正雅颌位重建隐形矫治技术解析 正雅集团 吴刚博士

“后疫情时期”——行动与思考 中华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 何宝杰候任主任委员

中国口腔DSO发展趋势与模式 和弘咨询 文志宏董事长

面对改变的牙科世界 中华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 贺周主任委员

A厅 和平鸽专场 10:30-12:30 美学修复中的选择和使用牙科手机的新策略新技巧 华西口腔医院 于海洋主任医师 宁波和平鸽口腔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10:00-10:30 防龋无捷径，只有靠刷牙--婴幼儿口腔健康管理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秦满教授

10:30-11:00 儿童龋齿不用恼，科学防蛀有妙招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张环首席专家

11:00-11:30 儿童龋病预防策略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黄少宏教授

11:30-12:00 牙齿敏感惹人恼，如何治疗解忧愁——牙本质敏感的诊断和防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陈曦副主任医师

12:00-12:30
冷热酸甜都惧怕，牙齿敏感怎么办？——《抗牙本质敏感口腔护理产

品技术研究》
重庆登康口腔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刘莉经理

09:30-10:30 口颌面美学塑建之正颌正畸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白丁教授

10:30-11:30 主题演讲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沈国芳教授

11:30-12:30 口腔颌面部软组织缺损修复：关于皮瓣选择的几点思考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侯劲松主任医师

09:30-10:30 数字化导板技术在口腔种植中应用的关键问题探讨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李德华教授

10:30-11:30 内窥镜辅助下的微创上颌窦提升技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王慧明教授

11:30-12:30 数字化技术在口腔种植修复中的应用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邸萍教授

学术讲座专场  时 间 题  目 主讲嘉宾 主持嘉宾

1号 3M专场 14:00-17:00 后牙树脂充填专家共识解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梁景平教授 /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陈智教授 3M中国有限公司

华文正畸专场 14:00-15:30 自锁托槽与牙齿位置的精确控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正畸科 张端强主任 杭州富阳华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RTD专场 15:35-17:05 石英固位纤维在口腔治疗中的应用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余东升主任 法国RTD公司中国代表处

美国OT正畸（广州珀瑞）专场 14:00-15:30 跨越：以全新的方式解决正畸全牙弓前移 广东省深圳佳至口腔门诊部 李加志门诊部主任 美国OT正畸技术企业（广州珀瑞）

GSK专场 15:35-17:05 牙本质敏感-牙周维护 光华口腔医院牙周病科 付云主任医师 / 葛兰素史克研发中心口腔医学博士 付莹莹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房付春副主任医师

正畸人文与颜面审美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陈扬熙教授

直向控制对侧貌美学的影响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曹阳教授

化繁为简—从力学特点看全同步带状弓矫治器的临床应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张玉华主任医师

14:00-15:30 修复治疗中的数字化应用 广州市安柏医疗有限公司安柏口腔 林雪峰院长

15:30-17:00 化繁为简，粒粒皆收——360助力种植即刻修复及流程分享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杨晓喻主任

14:00-14:45 无牙颌种植义齿修复的咬合设计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张雪洋 教授

14:45-15:30 重度牙周炎患者即刻负重的循证决策及临床实践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容明灯 主任医师

15:30-16:15 数字化导板与无牙颌种植修复-精准与简单化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罗智斌 副教授

16:15-17:00 无牙颌即刻负重的策略与实施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施斌 教授

7号 金悠然正畸专场 14:00-17:00 隐形矫正适应症以及相关设计浅析 深圳市人民医院 魏惺主治医师 深圳市金悠然科技有限公司

致欢迎辞 南方医科大学领导

国家战略与智慧口腔医疗建设 四川大学口腔医学院 周学东教授

口腔专科医院智慧医疗发展的思考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郭传瑸教授

14:00-15:00 牙列重度磨耗的咬合重建设计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谭建国教授

15:00-16:00 ES种植导板的特点及其应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程辉教授

16:00-17:00 可调式牙合架对修复治疗精准性的临床应用价值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陈奕帆主任医师

下牙槽神经损伤的原因及防治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胡开进教授

牙周软硬组织增量手术改善种植手术条件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胡文杰教授

中国人饮食习惯，口腔菌群与口腔健康问题想关性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荣文笙教授

口腔微生物与口腔健康（聚焦口腔微生物 与牙周健康） 广东口腔医学会牙周病学专业委员会 钟德钰主任医师

口腔黏膜微损伤与口腔健康相关问题（聚焦口腔黏膜损伤） 广东省口腔医院 孟文霞主任医师

云南白药口腔护理产品对口腔黏膜微损伤的功效研究成果介绍 云南白药集团健康产品有限公司 张志伟高级工程师

圆桌云会议-专家连线讨论 北海道大学口腔医学院 田中佐织副教授

14:00-14:40 种植修复体穿龈段设计与感染风险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李京平副主任医师

14:40-15:20 全数字化无牙颌种植修复的整体解决方案及可预期性分析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徐淑兰教授

15:20-16:00 从软硬组织角度看修复基台的选择 - On1安稳理念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学院 王丽萍主任

16:00-16:40 后牙区特殊病例的种植技巧 广州莲之花口腔门诊部 黄建生教授

16:40-17:20 穿颧穿翼技术在疑难种植中的应用 深圳佳洲口腔门诊部 熊靖宇院长

F厅 黑格专场 14:00-17:00 黑格科技

1号

威

斯

汀

酒

店

中华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 陈雪峰副主任委员

/ 林辉灿副主任委员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杨宏宇教授 / 惠州口腔医院 王远勤

院长

牙体牙髓好病例分享会*

F厅

会议室

7号

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 王渤副秘书长 / 四川大学华西口

腔医学院 胡涛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张雪洋教授 / 广州莲之花口腔

门诊部 黄建生教授

正雅集团正雅隐形矫正专场

3号

09:30-12:30

种植专场*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岳林教授 /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林正梅教授 /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江千舟教授 / 广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陈文

霞教授 /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孙书昱主任医师 /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余擎教授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王洪涛教授 / 原广东省口腔

医院 徐平平二级主任医师

09:30-12:30

朗

豪

酒

店

E厅

G厅

2020华南国际口腔展Zimmer Biomet

卫星会 · 无牙颌种植专场
6号

修复专场*

14:00-17:00

9月16日上午
会议室

士卓曼公司

广东省口腔医学会年会

口腔外科专场*

9月16日下午

14:00-17:00

KAVO专场

博纳格专场

威

斯

汀

酒

店

广州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李江院长 /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

医院 邵龙泉教授

D厅

2号

新亚专场4号

博纳格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民营口腔高峰论坛

探索后疫情时代的新增长
42楼峰景轩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王慧明教授 / 中山大学

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邓飞龙主任医师

“智造齿科新机遇——3D打印解决方案赋能批量数字化转型”新品发布会

14:00-17:00云南白药专场G厅

2020 年 华 南 国 际 口 腔 医 疗 技 术 研 讨 会
2020年9月16-18日     标记“*”的专场，需持听课证A（实体证或电子证）入场；其余专场免费。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文军副主任医师

杭州新亚齿科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市口腔医院 黄文霞院长 /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徐淑兰教授

朗

豪

酒

店

士卓曼专场5号

2020华南国际口腔展Zimmer Biomet

卫星会 · 美学区种植专场
6号

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

丰"氟"多彩 "益"起童行
D厅

西湖专场

E厅

杭州西湖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A厅

中国口腔医院发展论坛

智慧医疗—医院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42楼峰景轩 14:00-17:30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吴补领教授 / 南方医科大学

口腔医院 黄少宏教授

广东省口腔医学会 范卫华主任医师



学术讲座专场  时 间 题  目 主讲嘉宾 主持嘉宾

1号 速迈专场 09:30-12:30 Zumax显微修复体验——于海洋“手把手”显微修复workshop 中华口腔医学会修复专委会 于海洋教授 苏州速迈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09:30-10:30 正畸治疗中的牙周健康维持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牙周科 宁杨副主任

10:30-11:30 解析“维也纳”牙周及种植体GBT治疗新概念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牙科学院牙周科 范晓慧主任

11:30-12:30 GBT在种植体周健康维持的应用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牙周科 张雪洋主任

09:30-11:00 正畸临床中的TMJ陷阱和解脱之简道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曹阳教授

11:00-12:30 生长发育潜力在正畸临床中的应用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莫水学教授

GBR的临床程序与风险控制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陈卓凡教授

骨增量术式选择的临床考量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黄宝鑫副主任医师

展示、分享、自我剖析与自我提高——从临床摄影到显微视频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刘峰主任

显微根尖手术的关键技术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林正梅教授

6号 金悠然专场 09:30-12:30 超薄贴面与微量牙齿移动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孙凤教授  深圳市金悠然科技有限公司

7号 适美乐隐形矫正专场 09:30-12:30
适美乐隐形矫正专场--根骨分析&诊中纠偏学术研讨暨矫治器膜片新技

术发布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赵志河教授 / 牙博士口腔品牌连锁集团 刘名燕总监 深圳牙领科技有限公司

42楼峰景轩 工作会议 09:30-12:30

A厅 牙周好病例分享会* 09:30-12:30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杨熙副主任医师

D厅 种植好病例分享会* 09:30-12:30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吴王喜副主任医师

G厅 正畸好病例分享会* 09:30-12:30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万贤凤副主任医师

 09:30-10:50 II类隐形拔牙病例的过矫治设计及实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口腔科  艾虹教授

 11:00-12:30 磨牙远中移动的前世今生 广州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  刘畅主任医师

09:30-10:30 儿童时期颌骨发育不足诊疗策略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王小竞教授

10:30-11:30 根尖诱导成形术or牙髓再生术——年轻恒牙牙髓治疗方案的选择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赵玮教授

11:30-12:30 儿童替牙障碍-诊与治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陈柯主任医师 

学术讲座专场  时 间 题  目 主讲嘉宾 主持嘉宾

1号 速迈专场 14:00-17:00 根管系统的显微新视界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范兵教授 苏州速迈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2号 速航专场 14:00-17:00 根管成形策略及并发症防治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高原博士 深圳市速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全瓷粘接修复技术的机遇与挑战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修复科 滕伟主任

义获嘉数字化产品线全新上市 义获嘉伟瓦登特(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李迪 / 义获嘉伟瓦登特(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刘节

14:00-15:30 回归基础的牙体牙髓病诊疗规范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蒋宏伟博士

15:30-17:00 “探本溯源，提要钩玄”—根管治疗之难点解析 空军军医大学（原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何文喜教授

13:30-14:00 椅旁CAD/CAM全瓷修复体的规范应用 周永胜教授

14:00-14:30 上颌窦底黏膜在上颌窦底提升术后窦底空间成骨中的作用 陈松龄教授

14:30-15:00 年轻恒牙断冠再接的临床技术及病例分享 赵玮教授

15:00-15:30 中国儿童口腔健康状况及防控策略 台保军教授

15:30-16:00 美学区缺损牙槽嵴的重建程序 王丽萍教授

16:00-16:30 全瓷修复材料的临床粘接 邵龙泉教授

16:30-17:00 后牙锁（牙合）的正畸治疗 陈建明教授

17:00-17:30 改良胫后动脉瓣修复口腔颌面部缺损 潘朝斌教授

17:30-18:00 牙体牙髓---为口腔健康守护 江千舟教授

14:00-15:00 从牙周病新分类看中国问题及对策 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王勤涛教授

15:00-16:00 重症牙周炎患者的种植治疗和病例分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潘亚萍教授

16:00-17:00 主题演讲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房付春教授

7号 第七届民营口腔华南论坛 14:00-17:00 口腔行业在疫情后如何转危为安

中华口腔医学会 王兴名誉会长 / 中华口腔医学会 刘洪臣副会长 / 中华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 陈

雪峰副主委 / 中华口腔医学会理事会 陈永进理事 / 中华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 马春敏委员 / 君

联资本 汪剑飞董事总经理 / IDSO 孙延创始人 / 广东省口腔医学会民营分会 石考龙会长 / 中华口腔医

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 钟红阳副主委 / 广西省口腔医学会 何超副会长 / 哈迪美芽口腔 金丽创始人 / 中

华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 姬宏杰委员

IDSO 孙延创始人

42楼峰景轩 工作会议 14:00-17:00

14:00-15:00 数字化技术在无牙颌种植修复的应用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施斌教授

15:00-16:00 数字化在无牙颌种植外科中的应用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满毅教授

16:00-17:00 无牙颌种植即刻负重生物学基础及操作要点 泰康拜博医疗集团 周磊教授

14:00-15:00 从援鄂援塞抗疫到常态化院感防控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大钺教授

15:00-16:00 新冠肺炎的流行现状与防控对策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邓子德教授

16:00-17:00 新冠(COVID-19)响应期口腔科感染管理建议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黄少宏教授

G厅 爱尔创专场 14:00-17:00 瓷行千里—数字化微创全瓷美学修复&广州站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刘洪臣教授 /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牙体牙髓科 岳林教授 /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徐

欣教授 /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修复科 谭建国教授 / 中华口腔医学会 陈江教授 /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陈智

教授 /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 余擎教授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  侯本

祥教授 /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修复科 黄翠教授 /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赵克教授 /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

腔医院 吴哲教授 /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牙体牙髓科 包旭东副教授 /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刘晓强副教

授 /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吴夏怡博士

爱尔创口腔技术有限公司

14:00-15:00 口腔影像疑难病例探讨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张治勇副主任医师

15:00-16:00 非手术根管再治疗的临床决策与细节考量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古丽莎主任医师

16:00-17:00 疫情下的口腔感染防控宝典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章小缓主任医师

14:00-14:30 主题演讲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葛立宏教授

14:30-15:00 牙移位性损伤规范诊治与病例解析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秦满教授

15:00-15:30 无龋新世界的灿烂笑颜—儿童口腔临床中的龋风险防控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邹静教授

15:30-16:00 乳牙的牙髓保存治疗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宋光泰教授

16:00-17:30 与儿牙大咖面对面论坛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葛立宏教授 /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王小竞教授 /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秦满教授

/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邹静教授 /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宋光泰教授 /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 汪俊教授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赵玮教授

威高种植专场

德卡专场

威

斯

汀

酒

店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俞少杰副主任医师 / 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轩东英教授 /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耿华欧主任医师 /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徐艳教

授

牙周专场*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王林教授 /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金作林教授 /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包柏成主任医师 /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刘从华主任医

师

大众医疗医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会议室

普特青年学院专场 浙江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第九届GBT中欧专家高峰论坛 瑞士EMS2号

09:30-12:30大众医疗-倍骼生专场4号

3号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满毅教授 / 烟台市口腔医院 柳忠豪教授 /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张宇副教授 /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王春先主任医师 

9月17日上午

D厅

朗

豪

酒

店

5号 2020粤港澳大湾区口腔健康高峰论坛

Chinese Journal of Dental Research 编委工作会议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省医院协会口腔管理分会--新冠

疫情防控专场

卡瓦公司

广东省医院协会 李书兰监事长 /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

院 郑俊发主任医师

4号

朗

豪

酒

店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葛立宏教授 /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

医院 任飞主任医师
儿童牙科专场*

中华口腔医学会副会长、瑞尔集团医疗事务执行总裁

章锦才教授 /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宁杨副教授

F厅

9月17日下午

威

斯

汀

酒

店

6号

义获嘉伟瓦登特（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济宁德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编委会会议

F厅 儿童牙科专场*

E厅

KAVO专场

蔡司专场5号 09:30-12:30

KAVO专场

14:00-17:00

E厅

义获嘉专场3号

会议室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葛林虎教授 / 杨扬教授

A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汪俊教授 / 中

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赵玮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徐淑兰教授

卡瓦公司



学术讲座专场  时 间 题  目 主讲嘉宾 主持嘉宾

09:30-11:00 根管内感染控制策略和技术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余擎教授

11:00-12:30 根管疑难病例解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侯本祥主任

09:30-10:30 乳牙外伤的规范化处置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任飞主任医师

10:30-12:30 儿童口腔局部麻药使用风险评估及用药安全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赵玮主任

3号 森田专场 09:30-12:30 透过显微根尖手术病例审视规范化牙髓治疗的重要性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林正梅教授 株式会社森田集团

4号 修复好病例分享会* 09:30-12:30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石勇副主任医师

09:30-10:30 护理质量控制与安全的管理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李秀娥主任护师

10:30-11:30 口腔门诊感控—由”心”掌控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刘帆副主任护师

11:30-12:30 管理工具在口腔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俞雪芬主任护师

6号 星辰三比专场 09:30-12:30 论道正畸之学思辨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贾绮林教授 /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朱双林教授 / 中山大学光华

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蔡斌教授
杭州星辰三比齿科器材有限公司 

7号 萨尼专场 09:30-12:30 萨尼专场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杜宇副主任医师 成都市萨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09:30-10:30 全瓷修复体粘接长久有效的关键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高姗姗副教授

10:30-11:20 Biomic氧化锆贴面粘接解决方案 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0-12:30 数字化为口腔医院（门诊）带来的差异化竞争力 齿萌创想 刘臻董事长

学术讲座专场  时 间 题  目 主讲嘉宾 主持嘉宾

14:00-15:00 美学区软硬组织增量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邱立新教授

15:00-16:00 种植中的软组织处理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付云教授

16:00-17:00 拔牙并发症及外理方式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胡开进教授

14:00-15:00 “重中之重”第一恒磨牙的防治一体化方案和策略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胡涛教授

15:00-16:00 有“的”放矢，预防龋齿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黄瑞哲主任医师

16:00-17:00 膳食对口腔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曾晓娟教授

3号 森田专场 14:00-17:00 大数据下的口腔影像与临床相关性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王虎教授 株式会社森田集团

14:00-15:00 小型压力蒸汽灭菌器的使用与监测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消毒供应中心 戚维舒主任

15:00-16:00 疫情期常态化下口腔门诊的感控管理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章小缓教授

16:00-17:00 牙科椅位用水及水路感控管理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钟昱文副主任技师

14:00-15:00 龋病再认识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陈智教授

15:00-16:00 显微根尖手术的临床解析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黄定明教授

16:00-17:00 意向性再植的临床新进展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陈蕾主任医师

14:00-14:05 开场致辞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曹阳教授

14:05-15:05 天使扣全新隐形矫治牵引系统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赵志河教授

15:05-16:05 青春期正畸治疗要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房兵教授

16:05-17:05 隐形推磨牙技术矫治错（牙合）畸形的临床考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艾虹教授

14:00-15:00 主题演讲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吴莉萍主任

15:00-16:00 多学科联合助力正畸治疗边界拓展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肖珲主任医师

16:00-17:00 透明矫治器的AOTA设计对策及病例解析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赵志河教授

14:30-15:00 牙槽外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黄洪章教授

15:00-15:30 拔牙窝的处理方式 胡开进教授

15:30-16:00 拔牙后即刻穿颧的术式：传统、沟槽和导航 陈松龄教授

13:30-15:00 美学区种植设计和精确实现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刘峰教授

15:00-16:30 氧化锆陶瓷修复体的临床应用和展望 福建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程辉教授

日期  时 间 会议室 题  目

正畸实操班 9月17日 09:30-17:00 广交会C区4号 种钉之道-正畸治疗中的横向控制策略实操班

种植实操班 9月18日 09:30-17:00 广交会c区4号 数字化美学区即刻种植与即刻修复实操班

*最终研讨会安排以现场公布为准，主办方保留最终解释权。

*会议报名请通过官方公众号“华南国际口腔展”购买电子听课证，现场免排队，刷二维码即可直接入场听课。

暨南大学口腔医院 黄跃院长 /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胡飞教授

1号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赵克教授 /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孟玉坤主任医师 / 温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麻健丰教授 /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黄元

瑾主任医师

4号 感控•元孚专场

会议室

北京惠友冠华科技有限公司

9月18日下午

赛谱敦专场

上海时代天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侯雅蓉主任 / 中山大学光华口

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古文珍主任

学术讲座专场

威

斯

汀

酒

店

6号

1号

实 操 班
（需持对应正畸、种植听课证B入场，每场仅限30人）

5号 护理专场*

正畸专场*7号

爱迪特专场宴会厅
朗豪

酒店

朗豪

酒店
宴会厅 爱迪特专场

预防专场*2号

5号

广东省口腔医学会牙及牙槽外科专业

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会议
42楼峰景轩

威

斯

汀

酒

店

惠友冠华专场

2号

时代天使专场

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DW GmbH

广州市元孚贸易有限公司

赛谱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黄少宏教授 / 中山大学光华口

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林焕彩教授

VDW根管专场研讨会

广东省口腔医学会牙及牙槽外科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第一届学术会议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麻丹丹教授 / 中山大学光华口

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韦曦教授
牙体牙髓专场*

9月18日上午
会议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