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海 市 口 腔 医 学 会  
    Shanghai Stomatological Associ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关于召开华东地区第十一次口腔医学学术会议的通知 

（第二轮） 

尊敬的          ： 

由华东六省一市口腔医学会联合主办的的华东地区第十一次口

腔医学学术会议将于 2019 年 10 月 29-30 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召开。

期间将举办“华东地区白玉兰口腔优秀病例展评”、“华东六省一市口

腔医学会专题演讲”、“华东地区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华东地区

高校青年博士论坛”和“华东六省一市口腔医学会壁报展”。热忱欢

迎华东地区口腔医学领域的同仁们踊跃参加会议，现将有关活动的具

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 会议时间：2019 年 10 月 29-30 日，29 日下午报到 

二、 会议地点：上海世博展览馆（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展路 1099 号）

地下一层 

三、 会议日程安排 详见附件 1 

四、 会议费用 

1.  免会议注册费 

2.  食宿自理 

五、 联系方式  

联系人：陆  燕  电话 021-53078068   13391009706 

黄正蔚  电话 021-53078068   18019790336 

上海市口腔学会邮箱：ssa200905@163.com 

上海市口腔学会地址：黄浦区制造局路 639 号 10 号楼 805 室 



 

 

六、参会回执 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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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日程安排（注：日程以现场为准） 

 

10月 29 日 

时间 内容 

12:00-17:00 
大会签到（上海世博展览馆） 
浦东新区国展路 1099号  地下一层 1B会议室 

华东地区白玉兰口腔优秀病例展评 
10月 29 日下午 13:00-17:00  上海世博展览馆地下一层 1B会议室 

时间 题目 报告人 

13:00-13:10 曲径穿花寻蛱蝶—隐藏的远中中央
根管 

曹天翼 

南通市口腔医院 

13:10-13:20 一例高龄患者全口诊疗的思考  
杨英泽 

合肥市口腔医院 

13:20-13:30 数字化技术在咬合重建修复中的应
用一例 

庄嘉宝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 

13:30-13:40 全牙列中（重）度磨耗咬合重建粘结
修复病例报告 1 例 

李欣欣 

青岛市口腔医院 

13:40-13:50 
重度牙周炎多学科治疗一例-牙周翻
瓣清创联合正畸治疗下颌磨牙垂直
骨吸收 

俞媛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13:50-14:00 髁状突软骨瘤继发偏颌畸形的数字
化正颌外科治疗 

高廷益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4:00-14:10 外伤前牙位点保存后种植美学修复
一例 

虞颖娟 

常州市口腔医院 

14:10-14:20 
拔除上颌第一前磨牙、下颌第二前磨
牙及第三磨牙矫治重度拥挤伴开合
病例 

廖正宇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4:20-14:3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巧用 SGTB

治疗下颌后缩伴尖牙阻生病例 

章筱悦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4:30-14:40 重度磨耗牙齿的多学科联合修复 
张冉 

烟台市口腔医院 

14:40-14:50 重度广泛型慢性牙周炎综合治疗一
例 

徐涵颖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4:50-15:00 向美而行-功能引导的前牙美学修复 
吴为良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5:00-15:10 正畸支抗钉辅助后牙修复一例 
郑胜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5:10-15:20 一例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第三阶段
C 级）的牙周系统治疗 

胡婷婷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5:20-15:30 数字化咬合重建磨耗牙一例 
黄红蓝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15:30-15:40 上颌前牙区美学区根尖囊肿、软组织
缺损连续种植修复一例 

李敢 

徐州市口腔医院 

15:40-15:50 右下颌第二前磨牙3根管治疗病例报
告 

谢惠兰 

福建省立医院 

15:50-16:00 严重骨性 II类高角病例的垂直向控制 
潘杰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16:00-16:10 前牙美学区即刻种植即刻修复病例
汇报一例 

芮瑞 

江西泰康拜博口腔医院 

16:10-16:20 刚柔共济，重塑人生-正畸正颌联合治
疗颌面部发育畸形患者病例汇报 

朱文渊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6:20-16:30 多学科联合治疗骨性Ⅲ类错 畸形 胥雷 

济南市口腔医院 

16:30-17:00 点评 

主会场  华东六省一市口腔医学会主题演讲 
10月 30 日 10:00-17:00  上海世博展览馆地下一层 1B 会议室 

9:40-10:00 华东地区第十一次口腔医学学术会议 开幕式 

10:00-10:40 导航技术在口腔种植中的应用 
张志宏 主任医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安徽省立医院） 

10:40-11:20 牙周及种植体周软组织处理策略 
徐艳 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1:20-12:00 辅助正畸的骨皮质切开术 
束蓉 教授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 

13:30-14:10 术前正畸对骨性Ⅲ类错 患者颞下
颌关节影响的锥形束 CT 研究 

王予江 主任医师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4:10-14:50 牙周炎危险因素分析及新分类临床
应用简介 

葛少华 主任医师 

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 

15:00-15:40 游离穿支皮瓣在口腔颌面缺损重建
中的应用 

施斌 主任医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40-16:20 正畸参与颞下颌关节紊乱病多学科
联合治疗模式的探索 

施洁珺 主任医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16:30-17:00 华东地区第十一次口腔医学学术会议闭幕式及颁奖 

分会场一  华东地区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 
10月 30 日上午 9:00-12:30  上海世博展览馆地下一层 11 号会议室 

9:00-9:15 口腔颌面外科麻醉方法 
张冰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9:15-9:30 牙列拥挤/Crowded Dentition 
营秀 

蚌埠医学院 

9:30-9:45 颞下颌关节脱位 
金婕 

上海交大口腔医学院 

9:45-10:00 上颌磨牙开髓术 
王晓雪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0:00-10:15 第四章 错 畸形的分类 
陈雪婷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10:15-10:30 比色（Shade Selection） 
刘巍 

安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0:30-10:45 正畸的保持与复发 
朱嘉珺 

浙江省口腔医院 

10:45-11:00 口腔种植义齿概述 
马丽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11:00-11:15 正畸-正颌联合治疗的指征和程序 
廖崇珊 

同济大学口腔医学院 

11:15-11:30 髓腔应用解剖与开髓 
李锐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11:30-11:45 高血压患者的牙周治疗风险评估 
王倩婷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11:45-12:00 《牙髓切断术》 
陈帅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2:00-12:15 “夺命牙痛”的秘密—急性牙髓炎 
宋文婷 

徐州医科大学 

12:15-12:30 颌位与下颌运动 
羊晓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分会场二  华东地区高校青年博士论坛 
10月 30 日下午 13:00-16:30  上海世博展览馆地下一层 11 号会议室 

13:00-13:15 从病例谈口腔多学科治疗 
崔娟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3:15-13:30 层层自组装复合环磷酸腺苷促进人
根尖牙乳头干细胞修复颅骨缺损 

张菁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3:30-13:45 负载硫酸软骨素的高韧性羟基磷灰
石-丝素蛋白凝胶促进骨软骨再生 

商玲玲 

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 

13:45-14:00 序列递控 bFGF 和 BMP-2 在原位牙
周组织再生的研究 

丁田 

山东大学口腔医学院 

14:00-14:15 
口腔材料理化性能对获得性膜吸附

和细菌黏附的作用 

桑婷 

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4:15-14:30 “医”、“教”、“研”的个人思考与实
践 

潘淑婷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4:30-14:45 静电纺丝技术制备三维牙周组织工
程支架的初步研究 

任双双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4:45-15:00 抗血管生成与光治疗相结合，实现肿
瘤协同治疗的新型纳米颗粒 

卫峥 

南京市口腔医院 

15:00-15:15 慢性不可预估性应激下咬合紊乱对
大鼠脑内边缘系统病变的研究 

张思慧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5:15-15:30 人牙不同位点 X 射线剂量分布与放
射性龋相关性的横断面研究 

梁雪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5:30-15:45 “仿生理性”理念在骨再生中的应用 
杨光正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 

15:45-16:00 正畸中牙周组织量不足的处理思考 
陈美华 

复旦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16:00-16:15 材料理化性征对干细胞生物学行为
的调控 

龚佳幸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16:15-16:30 不同表型 Th17 细胞特征性分泌因子（IL-17/IFN-γ）

对原代成骨细胞体外增殖、分化与钙化功能的影响 

王中秀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壁报展 

 
10 月 29 日、30 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地下一层中厅 

作者 单位 壁报题目 

刘靖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传动技术治疗安氏Ⅱ类下颌后缩患者 1 例 

刘堃 合肥市口腔医院 
局麻下颧、翼上颌区种植联合应用即刻修复无牙
𬌗患者一例 

刘亮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侧颅底、颌面、颈部多发巨大神经鞘瘤手术一例
报告 

孙琼 合肥市口腔医院 下颌第一磨牙 5 根管冠根一体化治疗一例 

滕琛 安徽省芜湖市赭山口腔门诊部 一例单侧多数后牙锁合的矫治 

姜涛 济南市口腔医院 多学科综合治疗前牙软硬组织缺损一例 

孙钦凤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PAOO 辅助扩弓，矫治中度拥挤病例 

谢成佳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牙骨质撕裂的诊治综述和典型病例报道 

周昆鹏 青岛市口腔医院 多学科联合改善前牙美学病例一例 

孙鑫 烟台市口腔医院 多学科联合全牙列咬合重建病例一例 

邓恬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牙周-种植-修复多学科合作治疗重度牙周炎一
例 

刘强冬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拔牙后位点保存延期种植修复病例一例 

朱红标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随访 5 年改良冠延长术病例一例 

宋超儒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多学科联合治疗畸形中央尖伴颌骨囊肿一例 

王思 江苏省盐城市口腔医院 精准、高效、美观——成人隐形矫治一例 

丁元凤 苏州口腔医院 固定矫治治疗安氏 II 类磨牙正锁 伴下颌后缩 

高德国 镇江市口腔医院 非对称拔牙的隐形矫治 1 例 

侯德强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 47c 形根管 

朱刚 宿迁口腔医院 一例粘结性修复的考量 



 

 

 

附件 2：            参会回执 

（2019 年 10 月 20 日发送至 ssa200905@163.com）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手机 邮箱 

     

     

     

     

 

赵伟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前牙数字化美学冠延长治疗 

李华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美学区即刻种植修复病例汇报 

邹玉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正畸掩饰性治疗骨性Ⅱ错 伴髁突吸收随访 7

年一例 

黄佩佩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中度氟斑牙的微创美学修复 

曾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〇〇医院 
不良机械刺激对牙龈癌发生发展的影响 

俞懿强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数据化美学分析&设计与动态咬合模拟引导的
CAD/CAM 美学-功能修复 

林宗建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全程组合式导板引导下上颌严重牙周病伴骨缺
损即刻种植即刻修复 1 例 

戴兆威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 11 21 前牙树脂美学修复 

李远远 上海市口腔病防治院 儿童 OSAHS 伴小下颌畸形的序列治疗 

金婕 上海第九人民医院 
36 五根管冠根联合治疗一例（显微镜下根管治
疗+超嵌体修复） 

俞媛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慢性牙周炎患牙 GTR 联合 APRF/IPRF 再生治

疗 1 例 

赖海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上颌萎缩无牙颌数字化即刻种植功能重建 1 例 

郑重阳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下颌骨成釉细胞瘤自体移植髂骨复发 1 例 

童苏熳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大范围根尖病变右下后牙牙髓血运重建术及活
髓切断术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