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口腔美学 

学术年会暨第五届 CSED 口腔美学优秀临床病例交流 

第二轮通知 

主办：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深圳市口腔医学会 

深圳龙岗区耳鼻咽喉医院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深圳民营口腔医学会 

广东省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专业委员会 

会议时间：2019 年 12 月 6-8 日 

会议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大运路 168号中海凯骊酒店 

会议概况 

     为了推动我国口腔美学事业的迅速发展，给广大热衷于口腔美学事业进步的专家

学者和青年医师搭建一个展示和交流的专业平台，融合汇聚并引领口腔多学科的共同

繁荣与创新，由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深圳市口腔医学会、深圳

龙岗区耳鼻咽喉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深圳民营口腔医学会、广东省口腔医学会

口腔修复专业委员会承办的“2019 年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业委员会第五次口腔

美学学术年会暨第五届 CSED 口腔美学优秀临床病例交流”将于 2019年 12月 6-8 日在

美丽的深圳盛大举行。 

    大会以“多学科融合治疗口腔美学缺陷性疾病”为主体内容，突出“软组织美学”

和“美学中的医技配合”两大专题；将采用“名家讲坛”、“专家对话”、“团队展

示”“病例集锦”、 “实操培训”等形式来呈现学术内容； 以期更好地传播和普及

口腔美学的新理念和新技术。 

大会将一如既往地进行人文美学主题内容的精彩展示，继续进行口腔美学青年讲



师的遴选和优秀病例交流，并同期召开常委会、全委会等工作会议。美学大会、名家

云集、精英荟萃、学者如流、群雄必至，在美学精神“团结、创新、融合”的引领下，

大会必将为全国广大的口腔同仁奉献繁花似锦、魅力无限的学术盛宴。热切期待大家

的到来！  

此次会议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I类学分 6分（项目编号：2019-08-04-070 

(国)）。 

一、会议日程安排： 

12 月 6 日  全天报到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人 

会场一                             地点：三楼 中海宴会厅Ⅱ 

14:00-14:40 第一届美学青年讲师汇报 陈立、赵伟、赵宁、程立、王亚珂 

考核专家：全体常委 

 

刘晓强 、林 东 

14:40-16:40 第二届美学青年讲师遴选                新一届入围竞聘青年讲师 

评审专家：全体常委 

16:40-17:30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会 

17:30-18:20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业委员会-全委会 

18:20-18:30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合影 

会场二                              地点：二楼 多功能一厅 

16:00-17:30 口腔美学临床摄影技术培训 师晓蕊、陈济芬 

17:30-18:20 口腔美学临床病例规范培训 梁  晋、王  富 

12 月 7 日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人 

主会场                             地点：三楼 中海宴会厅Ⅰ 

8:30-9:00 开幕式 谭建国 



9:00-10:10         流光溢彩的唯美瞬间——摄影家杨焰光谈美学 

深圳口腔医学的历史与发展——张国志 

陈  江、陈  智 

 

10:10-10:30 大会合影、茶歇 

 

 

10:30-12:30 

 

 

多学科·七主委 

        ——共话口腔新美学 

谭建国—口腔美学   

陈吉华—口腔修复 

张陈平—颌面肿瘤   

周永胜—颌面修复 

白玉兴—口腔正畸    

栾庆先—牙周病学   

陈  江—口腔种植 and 美学 

 

 

徐  欣 

主会场                           地点：三楼 中海宴会厅Ⅰ 

14:00-14:20 牙体微创美学修复 陈  智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傅柏平、李鸿波 

14:20-14:40 牙体疾病的治疗与美学修复 岳  林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14:40-15:00 复合树脂直接粘接修复的美学

考量 

侯本祥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口腔医院 

15:00-15:20 冠类修复牙体预备相关问题的

讨论--临床车针选择与使用 

陈亚明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

学院 

15:20-15:40 牙齿与周边组织的协调 樊  聪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15:40-16:00 面部美学功能目标的前牙空间

位置控制与策略 

房  兵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 

  

 

黄 慧、 滕 伟 16:00-16:20 种植修复中软组织塑形的方法

和应用 

马楚凡教授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

学院 

16:20-16:40 不同粘接系统在全瓷修复中的

粘接策略 

黄  翠教授 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16:40-17:00 天然牙修复体边缘空间管理 刘  峰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17:00-17:20 无牙颌种植软组织修复的设计

与实施 

吴轶群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

九人民医院 

 

 

柳忠豪、曹 强 17:20-17:40 如何获得可预期的种植修复稳

定的软组织增量效果 

徐淑兰教授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 

医院 

17:40-18:00 口腔种植中的软组织美学 高永波教授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18:00-18:20 种植中的软组织美学处理 周建锋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分会场 （瓷行千里·医技配合特别专场） 地点：二楼 多功能二厅      

 

 

14:00-16:20 

 

 

口腔美学修复中的   

全瓷材料应用 

青年讲师汇报病例： 

刘晓强、王宇华、林东、梁珊珊、 

专家评议组： 谭建国、徐欣、陈

江、黄翠、马楚凡、陈小冬、孟玉

坤、高旭、王小琴、邱晓霞、冯云

芝、叶晓昂、连文伟 

 

 

朱震坤、吴为良 

 

 

 

16:30-18:00 

 

 

 

广深澳口腔美学医技-联合专场 

 

赵克教授医技团队 

美学区牙体修复与种植修复中的

医技沟通 

澳门口腔医学会会长黄駿傑 

智慧植牙：CAT/CAM 辅助下的植

牙流程 

严宁医师团队 

导板技术在种植高风险区域的医

技配合 

 

 

 

王光护、杨宏宇 

20:30 美联体工作研讨会 徐 欣 



12 月 8 日 

时间 演讲题目 演讲嘉宾 主持人 

主会场                              地点：三楼 中海宴会厅Ⅰ 

8:30-9:20 口腔美学专委会二项专家共识发布   谭建国、徐 欣 陈 江 

9:20-11:30 CSED 口腔美学优秀病例展示 评审专家：美学专委会全体常委 

+特邀专家 

韩向龙、孙 凤 

11:30-12:00 2020 年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全体主委、副主委 朱震坤、林 东 

12:00-12:20 大会总结 徐 欣 

 

二、报名及交费： 

此次会议设立现场加入会员办理区，现场可加入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中华口腔

医学会口腔专业委员会会员，即刻生效。 

1、注册费标准 

收费标准 

类别 

注册时间 非中华会员（元） 美学专科会员（元） 
学生（元） 

凭有效证件 

提前注册 

截止 2019年 10月 31 日 
1100 900 700 

现场注册 1200 1000 700 

2、注册方式 

请登录年会官网：http://oasaam2019.medmeeting.org/cn 详细了解会议全部信息后

再办理注册与付费手续。 

            

年会官网二维码                年会微官网二维码 

http://oasaam2019.medmeeting.org/cn%E8%AF%A6%E7%BB%86%E4%BA%86%E8%A7%A3%E4%BC%9A%E8%AE%AE%E5%85%A8%E9%83%A8%E4%BF%A1%E6%81%AF%E5%90%8E%E5%86%8D%E5%8A%9E%E7%90%86%E6%B3%A8%E5%86%8C%E4%B8%8E%E4%BB%98%E8%B4%B9%E6%89%8B%E7%BB%AD%E3%80%82
http://oasaam2019.medmeeting.org/cn%E8%AF%A6%E7%BB%86%E4%BA%86%E8%A7%A3%E4%BC%9A%E8%AE%AE%E5%85%A8%E9%83%A8%E4%BF%A1%E6%81%AF%E5%90%8E%E5%86%8D%E5%8A%9E%E7%90%86%E6%B3%A8%E5%86%8C%E4%B8%8E%E4%BB%98%E8%B4%B9%E6%89%8B%E7%BB%AD%E3%80%82


3、交费须知 

1)会议由深圳市家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并代收注册费。注册费发票由中华口腔医

学会提供，请准确提供发票抬头、税号等信息，发票一旦开出，恕不修改及重开； 

2）已交费因故不能参加会议，在会议召开前 1个月可向专委会申请，少于 1个月不办

理退款； 

3）本次会议往返交通费及食宿自理。

三、会议联系人： 

林  东 13869183963 

朱震坤 13791037999 

尹伟龙 18682190923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美学专业委员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学术部（代章） 

2019年 11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