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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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类错合矫治策略之时间轴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金作林教授

2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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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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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部口腔内科主任医师 赵奇教授 古莎齿科有限公司 Kul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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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 康特专场 10:30-12:30 通畅通道在镍钛根管预备中的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侯晓玫主任 瑞士康特齿科集团

5号 士卓曼专场 09:30-12:30
Workflow and clinical considerations for implant supported

fixed full arch restoration
Dr. Waldemar D. Polido 士卓曼公司

6号 Zimmer专场 10:00-13:00 无牙颌种植修复的数字化流程 Dr. Alessandro Agnini / Dr. Andrea Mastrorosa Agnini Zimmer Biomet

7号 正雅专场 09:30-12:30 上海正雅齿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厅 迪耀专场 09:30-12:30 DIOnavi.Full Arch全程数字化无牙颌解决方案 韩国延世大学 崔秉浩教授 北京迪耀科贸有限公司

D厅 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  09:30-12:30

G厅 2020粤港澳大湾区口腔健康高峰论坛 09:30-12:30

09:30-10:15 口腔诊疗单元感染防控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章小缓教授

10:30-12:30 种植支抗临床应用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李宇教授

09:3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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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1:30 ES种植导板的特点及其应用 福建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程辉教授

大宴会D1厅 和平鸽专场 10:30-12:30 宁波和平鸽口腔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大宴会D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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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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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梁景平教授 /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岳林教授 /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陈智

教授
3M（中国）有限公司

珀瑞专场 14:00-15:30 跨越:以全新的方式解决正畸后牙前移 深圳佳至口腔门诊部 李加志主任 广州珀瑞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GSK专场 15:35-17:05 葛兰素史克日用保健品（中国）有限公司

Argen专场 14:00-15:30 锆冠的美学与临床应用 中华牙技学会 洪昭斌理事长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陈扬熙教授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曹阳教授

14:00-15:30 您已知、未知与应知的氧化锆陶瓷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赵克教授

15:35-17:05 实现艺术之美的氧化锆修复及其耐久性的思考 日本齿科技师学会 山田和伸老师

德卡专场 14:00-15:30 济宁德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RTD专场 15:35-17:05 法国RTD公司中国代表处

5号 士卓曼专场 14:00-17:00 士卓曼公司

14:00-14:30 美学区种植的数学原理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李京平副教授

14:30-15:00 以牙根管为导向模拟外科导板种植技术的即刻种植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胡晓文副教授

15:00-15:30 改良式骨劈开术——一次操作解决软硬组织宽度不足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郭泽鸿副主任医师

15: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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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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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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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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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号 金悠然专场 14:00-17:00 超薄贴面与微量牙齿移动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孙凤主任医师 深圳市金悠然科技有限公司

42楼峰景轩 中国口腔医院发展论坛* 14:00-17:00

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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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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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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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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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O专场 15:35-17:05 牙周炎病史与植体周病的临床实践报告与探究 挪威米克尔牙科CEO Dr. Esben Kardel 广东思凯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厅 2020粤港澳大湾区口腔健康高峰论坛 14:00-17:00

13:00-14:00 “零辐射”儿童早期龋齿数字化诊疗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周琼主任医师

14:00-15:30 冠根一体化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古丽莎主任医师

15:30-17:00 数字化导板引导下的精准种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学院 王丽萍主任

F厅 黑格专场 14:00-17:00 广州黑格智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德卡专场 14:00-15:30 济宁德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泰科专场 15:35-17:05 泰科专场 泰科中国

大宴会D2厅 速迈专场 14:00-17:00 苏州速迈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学术讲座专场  时 间 题  目 主讲嘉宾 主持嘉宾

1号 爱迪特——中华口腔医学会梦想秀 09:30-12:30 中华口腔医学会“绚彩梦想秀 口腔好医生”跨学科优秀病例展 解放军总医院 刘洪臣教授 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A号 普特专场 09:30-12:30 普特青年学院专场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曹阳教授 浙江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B号 EMS专场 09:30-12:30 第九届 GBT中欧专家高峰论坛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牙科学院牙周科 范晓慧主任 /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张雪洋主任 瑞士EMS

09:30-10:50 案析锆瓷美学种植修复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于海洋教授

10:50-11:10 日常口腔清洁护理——给您自信的微笑 上海瓷丰牙科器材贸易有限公司Tepe品牌 何小晶经理

11:10-12:30 牙体缺损修复方案——临床经验vs循证理论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腾伟主任医师

5号 登士柏西诺德专场 09:30-12:30 DS新品发布日 英国大学国王学院牙体牙髓 弗朗西斯科• 曼诺奇教授 登士柏西诺德牙科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6号 金悠然专场 09:30-12:30 透明矫治器之星移物换 潘晓岗副主任医师 深圳市金悠然科技有限公司

显微视频对临床的意义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 岳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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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峰教授

新技术&病例分享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Dr. Stefani Cheung

42楼峰景轩  中国民营口腔发展论坛* 09:30-12:30

追求高效率的矯正治療-徹底發揮自鎖托槽的威力 台北晶美牙醫診所、矯正專科院長 盧泰良院長

微螺釘用於矯正支抗治療的臨床細節處理與技巧 台北麗晶牙醫診所、矯正專科院長 許恆瑞院長

G厅 牙体牙髓好病例分享会* 09:30-12:30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邱小玲副主任医师

E厅 KAVO专场 09:30-12:30 卡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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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口腔咬合发育管理——恰当时机的选择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陈柯主任医师 

大宴会A厅 士卓曼专场 09:30-12:30 种植数字化流程-种植规划，导板手术，种植修复 士卓曼公司

09:30-10:15 导航技术在种植中的应用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孙凤主任医师

10:15-11:00 浅析数字化技术助力口腔种植治疗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陈卓凡主任医师

11:00-11:45 数字化在口腔种植中的应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王丽萍主任医师

11:45-12:30 浅谈多学科思维模式在口腔种植复杂病例方案设计中的应用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容明灯主任医师

学术讲座专场  时 间 题  目 主讲嘉宾 主持嘉宾

3月2日上午

3月2日下午

3月3日上午

3月3日下午
会议室

创旌源医疗大讲堂——种植与数字化

专场

2A号

1号 西湖专场

可乐丽专场3号

大宴会D1厅

4号

朗

豪

酒

店

F厅

修复专场*

新亚专场

中国民营口腔发展论坛

皇雅生医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创旌源商贸有限公司

09:30-12:30

杭州西湖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博纳格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卡瓦公司

杭州新亚齿科材料有限公司

Kuraray Noritake Dental Inc.

Zimmer Biomet

卡瓦公司

上海瓷丰牙科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速迈专场

欧罗德卡现代根管治疗专场

和平鸽专场

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全体理事会议

德卡专场

GS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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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专场

Bio_Art 正畸生物美学

主题：合作 提高 共享 发展

主题：“智慧医院—医院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主题：合作 提高 共享 发展

D厅

广交会

展馆

C区

4号

朗

豪

酒

店

种植专场*

7号

威

斯

汀

酒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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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临床病例出发，探索种植修复的新思路

会议室

E厅 KAVO专场

皇雅专场

儿童牙科专场*

10:30-12:30博纳格专场

KAVO专场

会议室

聚焦根管治疗后的牙体修复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E厅

会议室

3号

士卓曼专场

正雅隐形矫正专场

威

斯

汀

酒

店

威

斯

汀

酒

店

丰达专场3号

A厅

D厅

15:35-17:05

Zimmer专场

朗

豪

酒

店

09:30-12:30
青年医师视频大赛开幕式暨蔡司新产

品发布会

F厅

2B号

6号



1号 爱迪特——中华口腔医学会梦想秀 14:00-17:00 中华口腔医学会“绚彩梦想秀 口腔好医生”跨学科优秀病例展 解放军总医院 刘洪臣教授 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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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号 茵伯特专场 14:00-17:00 茵伯特全方位数码解决方案研讨会
意大利ZirkonZahn牙科实验室 (泽康赞 ) 高级牙科技师 Mr. Jürgen Feierabend / 深圳友睦齿科 陈

钢主任医师
茵伯特（上海）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3号 义获嘉专场 14:00-17:00 义获嘉伟瓦登特（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5号 登士柏西诺德专场 14:00-17:00 DS新品发布日 英国大学国王学院牙体牙髓 弗朗西斯科• 曼诺奇教授 登士柏西诺德牙科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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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牙体牙髓科 岳林教授 /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修复科 谭建国教授 / 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  侯本祥教授 / 山东大学口腔医院 徐欣教授 /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

院牙体牙髓科 余擎教授 /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修复科 黄翠教授 /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牙体牙髓科 包

旭东副教授

辽宁爱尔创数字口腔技术有限公司

7号 第七届民营口腔华南论坛* 14:00-17:00

42楼峰景轩  适美乐隐形矫正专场 14:00-17:00 深圳牙领科技有限公司

A厅 速迈专场 14:00-17:00 苏州速迈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D厅 迪凯尔专场 14:00-17:00 共享未来- 数字化导航技术在口腔种植领域的现在和未来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李德华教授 / 宁波尚善口腔 贺刚院长 迪凯尔公司

G厅 埃蒙迪专场 14:00-17:00 上海埃蒙迪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厅 KAVO专场 14:00-17:00 卡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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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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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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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宴会A厅 士卓曼专场 14:00-17:00 种植数字化流程-种植规划，导板手术，种植修复 士卓曼公司

14:00-14:45 口腔诊疗风险管理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余东升主任医师

14:45-15:30 激光在儿牙的应用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黄华主任医师

15:30-16:15 种植全程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顺德分院 卢海宾副主任医师

16:15-17:00 根管感染控制的新手段 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何文喜副主任医师

学术讲座专场  时 间 题  目 主讲嘉宾 主持嘉宾

09:30-11:00 主题演讲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侯本祥主任

11:00-12:30 根管预备并发症原因及对策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彭彬主任

Mepark专场 09:30-11:00 CGF在牙周组织再生中的临床应用 韩国大邱大学临床教授
MedPark Co., Ltd.（美迪帕克医疗器械（青岛）

有限公司）

新亚专场 11:05-12:35 全同步带状弓矫治病例临床解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李多主任医师 杭州新亚齿科材料有限公司

09:30-10:30 口腔局部麻醉药物与使用技巧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唐海阔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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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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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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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2:30
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

——牙周疾病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韩晓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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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维美牙医诊所院长 张肇森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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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李继遥教授 成都市萨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09:30-10:30 拔牙后牙槽窝的处理方式 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 胡开进教授

10: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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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2:30 美学区垂直骨增量技术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邱立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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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10:30 无牙颌种植义齿的设计及应用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施斌主任

10:30-11:30 无牙颌种植义齿修复的外科技术 广州拜博口腔医院 周磊院长

11:30-12:30 无牙颌种植修复的并发症与流程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满毅主任

09:3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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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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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12:30 激光在牙周治疗领域的应用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丁一教授

F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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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讲座专场  时 间 题  目 主讲嘉宾 主持嘉宾

14:00-15:00 美学修复如何提升门诊效益 爱牙人士国际培训培训师 王海鹏

15:30-16:30 民营诊所业绩倍增3步法 Aha Moment 营销咨询创始人兼CEO 王斯卉

14:00-15:00 主题演讲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沈国芳教授

15: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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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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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号 登腾专场 14:00-17:00 登腾（广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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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科医院感染风险防控与管理工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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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 护理专场* 14:00-17:00

6号 时代天使专场 14:00-17:00 上海时代天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号 啄木鸟专场 14:00-17:00

A厅 牙周好病例分享会* 14:00-17:00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杨熙副主任医师

14:00-15:00 口腔医疗机构如何开展质量和安全管理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张伟教授

15:00-16:00 口腔种植医疗风险案例报告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沈曙铭副研究员

16:00-17:00 种植体周围炎：如何应对？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闫福华教授

G厅 士卓曼专场 14:00-17:00 士卓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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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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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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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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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时 间 会议室 题  目

正畸实操班 3月3日 09:30-17:00 广交会B区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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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日 09:30-17:00 广交会B区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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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4日上午

3月4日下午

赛谱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 徐淑兰主任 

上海博恩登特科技有限公司

创旌源医疗大讲堂——微创与舒适化

专场

儿童牙科专场*

第七届民营口腔华南论坛

上海瓷丰牙科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从临床病例出发，探索种植修复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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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王洪涛教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杭

州口腔医院 章锦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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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创旌源商贸有限公司

Zumax显微修复体验——于海洋“手把手”显微修复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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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专场

义获嘉美学专场

广州市元孚贸易有限公司

学术讲座专场

威

斯

汀

酒

店

朗

豪

酒

店

E厅

F厅

G厅

E厅

广交会

展馆

C区

4号

1号

朗

豪

酒

店

威

斯

汀

酒

店

F厅

实 操 班
（需持对应正畸、种植听课证B入场）

赛谱敦专场

威高种植专场

质量管理控制专场*

牙体牙髓专场*

正畸专场*

数字化-操作班

D厅

2A号

1号

2B号

牙周专场*

惠友冠华专场A厅

4号

5号

2A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束蓉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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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

斯

汀

酒

店

啄木鸟专场

会议室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程斌教授

4号 感控•元孚专场

口腔外科专场*

VDW专场

护理专场*

时代天使专场

朗

豪

酒

店

14:00-17:00

会议室

登腾数字化种植沙龙&新产品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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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专场*

博恩登特专场

埃蒙迪学术讲座- 正畸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