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DIGITAL DENTAL MEDICINE

第四届国际数字化牙科医学协会（IADDM）年会

中国 - 上海 -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2018 年 12 月 10 - 11 日

主办单位： 国际数字化牙科医学协会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浙江大学口腔医学院
协办单位： 香港口腔医学会
承办单位：上海卓略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全球数字化沟通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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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国际数字化牙科医学协会（IADDM）年会将定于 2018 年 12 月 10 至 11 日在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召开。大会由国际数
字化牙科医学协会、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浙江大学口腔医学院主办，香港口腔医学会协办。

本次大会的主题为“全球数字化沟通与行动”，届时将邀请国内外著名的口腔数字化专家与学者前来做精彩演讲，内容涵盖口腔数
字化各个领域，包括数字化种植、数字化修复、椅旁 CAD/CAM，数字化成像、数字化正畸、数字化牙科整形、牙科美学的数字化创新以
及数字化新技术等多个领域。会议形式多样，包括主题论坛、研讨会、论文投稿以及病例视频展示等。此外，会议同期将会有医疗仪器设
备展销，内容异常丰富。

IADDM 宗旨在于推动牙科数字化的发展，促进全球牙科领域高标准的融合，传播数字化牙科医学的知识。基于协会的宗旨及目标：
1）吸引更多人员加入 IADDM，增加协会的活跃会员及准会员人数 ; 
2）增加 IADDM 的协会会员以及企业会员数量 ; 
3）扩大 IADDM 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使 IADDM 年会发展成为业内不可错过的数字化年会；
本次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为口腔领域医护人员、企业、医院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希望本次大会的学术交流能够为中国口腔领域

的数字化发展带来令人期待的成果和交流机会。
届时将有逾 1200 人参会，我们诚邀请您参会，将最新的产品和技术介绍给参会人员，共同推动中国口腔数字化的发展。

  第四届国际数字化牙科医学协会年会
大会组委会

2018 年 5 月

IN
V
IT
A
T
IO

N

IADDM 2018
大会主席
Carlo Marinello 教授

IADDM 2018
大会主席
Jörg Strub 教授

IADDM 2018
中国区大会执行主席
王慧明 教授

IADDM 2018
中国区大会名誉主席
张志愿 教授

大会主席团：
 

学术委员会成员（国际）：

  Wael Att Carlo Marinello Jörg Strub

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    江  邓春富（邀请中） 邓飞龙（邀请中） 赖红昌（邀请中） 李德华 柳忠豪（邀请中） 

  邱立新 施    斌（邀请中） 汤春波（邀请中） 童    昕（邀请中） 王慧明 王佐林（邀请中） 

  吴轶群 徐世同 徐远志 周    磊（邀请中） 周延民（邀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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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ADDM
第四届国际数字化牙科医学协会（IADDM）年会

讲
师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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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INRTODUCTION

Tal Morr
在美国迈阿密自己诊所
TM Prosthodontics 执
业在口腔修复学临床方
面享有极高声誉，拥有
超过 18 年的经验。

Enrico Steger
意大利 Zirkonzahn 泽康赞 

CEO，锆牙修复体手动铣
床的发明者。

Ricardo Mitrani
《牙科美学与修复》期
刊（JERD）编委会成员 ,

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和墨
西哥国立大学担任学术
任职。

Nitzan Bichacho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口
腔医学院教授、口腔修复专家 ,

欧洲牙科美学协会（EAED）前
主席兼终生会员。

Marco Rinaldi
意大利计算机辅助种植
学协会前主委
意大利 SimPlant 协会
前主席
《国际锥形束牙科》杂
志编委员会成员

Nelson Silva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牙
医学院（UFMG / FO）牙科修
复系教授 ，曾在纽约大学担任
助理和修复学副教授近 10 年。

Mirela Feraru
2009 年加入 Bichacho 

诊所。

Marcelo Calamita
巴西美学牙科协会（BSED）
前主席
巴西美学牙科学会 (BAED)

前主席

Oliver Pontius
德国汉堡
Zahnärztekammer 牙体
牙髓病学结构化再教育
学术负责人及讲师
德国牙髓病学和牙科创
伤协会牙髓病学专家

Michael Bornstein
香港大学牙科学院应用
口腔科学学院口腔颌面
部放射学临床教授。

Sebastian Horvath
德国口腔修复和牙科材料协会
（DGPro）的董事会认证的口腔
修复专家，2012 年获得德国牙
科美学协会授予的“牙科美学青
年奖”。

Domenico Baldi
意大利热那亚大学兼职教授，
意大利热那亚大学口腔修复
学和种植学高级课程教授，
《Quintessence 牙科技术》意大
利版编委会成员。

Kazuyoshi Baba
日本昭和大学牙科学院口腔修复
学系主任

吴轶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
民医院主任医师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专业委
员会常务委员

满毅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种植科
主任，种植教研室主任。

顾新华
德国基尔大学牙科学院
博士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口腔医学中心副主任，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口腔
种植学硕士（MOI）导师。

朱一博
就职于北京大学口腔医
院第四门诊部，从事口
腔种植临床工作。

陈卓凡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
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种
植科副主任。

张达良
国际种植牙专科医师学会院士， 

香港口腔医学会会长。

Janghyun Paek
韩国庆熙大学牙医学院修复科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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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题 讲者 单位
08:30-08:40

08:40-08:50

08:50-09:00

09:00-09:30

09:30-10:10

10:10-10:40

10:40-11:20

11:20-12:20

12:20-13:30

13:30-14:10

14:10-14:50

14:50-15:20

15:20-16:00

16:00-16:40

16:40-17:40

17:40-18:15

13:00-18:00

IADDM 主席致欢迎词

中国主席致欢迎词

学术委员会介绍

从企业角度谈牙科数字化的未来发

展趋势

数字化牙科时代的模型精准原则

数字化牙科治疗的优势—从患者角

度去思考

牙科修复领域 CAD / CAM 技术的

现在和未来

数字化牙科在牙髓的应用

口腔放射学 3D 成像的低剂量

方案：改变治疗规则？

实时手术导航用于上颌骨严重萎缩

患者种植体的植入

基于数字技术辅助的全预成萎缩无

牙颌种植即刻固定修复

数字化理念在美学区种植和修复方

面的应用

茶歇

午餐

茶歇

第四届 IADDM 会员大会（行政会议室 1）

IADDM

IADDM

意大利 Zirkonzahn,CEO

巴西美学牙科协会前主席

香港口腔医学会会长

美国迈阿密 TM 诊所

德国牙髓病学和牙科创伤协会

牙髓病学专家

香港大学牙科学院应用口腔科

学口腔颌面部放射学临床教授

上海九院口腔第二门诊部主任

浙附一口腔医学中心副主任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口腔医学院教授

以色列 Bichacho 诊所

同期论坛 ( 分会场）

大 会 日 程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大宴会厅星期一 2018 年 12 月 10 日

研讨会 / 企业卫星会 / 论文报告

Carlo Marinello

待  定

Jörg Strub

Enrico Steger

Marcelo Calamita

张达良

Tal Morr

  

Oliver Pontius

Michael Bornstein

吴轶群

顾新华

Nitzan Bichacho

Mirela Feraru-Bicha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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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ADDM
第四届国际数字化牙科医学协会（IADDM）年会

时间 主题 讲者 单位
08:30-08:35

08:35-09:15

09:15-10:00

10:00-10:30

10:30-11:15

11:15-11:55

11:55-13:00

13:00-13:30

13:30-14:10

14:10-14:50

14:50-15:20

15:20-16:00

16:00-16:40

16:40-17:20

17:20-17:30

17:30-17:40

学术委员会主席致辞

3D 技术治疗重度上颌骨萎缩：骨移植，颧

骨种植体和另外制造的骨膜下颌骨种植体

结合生物功能性义齿的全口种植导板设计

和临床小技巧

技术：效率与成本

数字化时代超声波的使用

如今牙科领域可预测和可实施的

CAD / CAM 工作流程

数字化技术促进修复治疗工作流程

数字化口腔种植外科导板临床应用

－理想与现实

使用数字化工作流程治疗末端缺失牙列

您需了解的数字化牙科种植

数字化技术在个性化种植治疗中的应用

茶歇

午餐

茶歇

最佳海报颁奖仪式

最佳视频颁奖仪式

闭幕式 - 宣布 IADDM 新任主席

Carlo Marinello

Marco Rinaldi

满  毅

Nelson Silva

Domenico Baldi

Sebastian Horvath

Kazuyoshi Baba

陈卓凡

Ricardo Mitrani

Paek Janghyun

朱一博

IADDM

意大利博洛尼亚 Villalba 医院

种植医生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种植科

主任

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

牙科修复系教授

意大利热那亚大学教授

德国口腔修复和牙科材料协会

（DGPro）的董事会认证的

口腔修复专家

日本昭和大学牙科学院

口腔修复学系主任

中山大学口腔临床医学（口腔

种植方向）博士生导师

美国华盛顿大学和

墨西哥国立大学教授

韩国庆熙大学牙医学院修复科

助理教授。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

种植医生

大 会 日 程 上海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大宴会厅星期二 2018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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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到

会议时间

大会注册

收款账号

报到时间 : 2018 年 12 月 9 日 10:00 -19 :00

 2018 年 12 月 10 日  07:00-08:30

报到地点 :  上海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 会议中心大堂（上海市松江区林荫新路 1288 号）

12 月 9 日 会前研讨会

12 月 10 - 11 日   全天会议

提交注册表后汇款并备注“IADDM2018 年会 + 姓名”，

并将汇款凭证发送至 conference@zhuolue-sh.com，方确认完成注册。

已付款交费人员，如需取消参会，请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联系会务组处理。
2018 年 10 月 31 日之后，不予退费。 

欲解更多会议详情，敬请登录www.iaddm2018.com

姓　　名   职务 

单位名称   部门 

电子邮箱   电话 

发票类型  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抬头 

 收件地址 

发票邮寄 收件人 

 电话

注册类型  早期注册 后期及现场注册
  10 月 31 日之前 10 月 31 日之后

医生 / 企业人员 2000 元 2300 元

学生  900 元 1200 元

户  名：  上海卓略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四川路支行

帐  号：  310501724300000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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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IADDM
第四届国际数字化牙科医学协会（IADDM）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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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指南

住宿安排

合作酒店均有摆渡车往返会场；

预订房间时，请说明“IADDM2018 会议 - 房间预订” ；

以上所提供的价格仅供参考，以实际预定为准；

以上所提供住宿优惠价，仅适用于已注册参加会议人员；

会场
接驳车

13:00-21:00, 12 月 9 日（周日）

07:00-18:00, 12 月 10 日（周一）

07:00-18:00, 12 月 11 日（周二）

出租车

虹桥
飞机场

上海浦东机场

虹桥
火车站

上海
火车站

全程约 1 小时 20 分钟
打车费用约 250 元

全程约 38 分钟
打车费用约 70 元

全程约 1 小时

打车费用约 130 元

联系人：刘经理
电话 : +86 138 1736 6497
邮箱 : conference@zhuolue-sh.com

联系方式

虹桥
飞机场

虹桥
火车站

佘山
地铁站

维也纳
酒店

上海佘山森林
宾馆

大众国际
会议中心

虹桥
飞机场

虹桥
火车站

佘山
地铁站

维也纳
酒店

上海佘山森林
宾馆

大众国际
会议中心

虹桥
飞机场

虹桥
火车站

佘山
地铁站

维也纳
酒店

上海佘山森林
宾馆

大众国际
会议中心

酒店名称 距离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车程 协议价 预订方式

佘山茂御臻品之选酒店 会议酒店 800 元 https://www.starwoodmeeting.com/Book/1663193

上海佘山森林宾馆 5 分钟 420 元 徐经理 13761961178

大众国际会议中心 5 分钟 380 元 金经理 13916396282

维也纳酒店 ( 上海松江店 ) 20 分钟 278 元 徐经理 1582168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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