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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正在寻找新鲜、前沿且由全世界最有活力的牙科专家提供的
教育内容，Dental ED正是为您定制。

欢迎!
Dental ED 学习俱乐部的主旨就是帮助牙科专业人士获得可以每天在日常操作中应用的临床技巧。我们向会
员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内容，皆由世界知名的牙医采取互交的网络课程技术来实现，这个理念是由Dental ED在
2004年率先引入牙科界。会员也会有机会进行诊断治疗计划以及小型的手操课程，以达到他们继续教育的需
求。

作为全球大型的学习俱乐部，Dental ED学习俱乐部拥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以及东南亚各个
分部。这意味着你不需要长途旅行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学习俱乐部，从而节约你宝贵的时间。如果你所在的地区
没有Dental ED学习俱乐部，请联系我们开设新的学习俱乐部，或者考虑加入我们的在线会员。

Dental ED - 从2004年起带领牙医定义高端牙科教育。

Sincerely,
Emanuel Recupero
Managing Director, Dental ED

“
”



学术日历

2019

2019年4月2日 (7pm)
使用超薄CAD-CAM𬌗贴面简化严重牙齿磨耗的治疗

Luis Henrique Schlichting 医生（美国） 2

2019年6月18日 (7pm)
天然牙软组织处理技术要点

刘琦医生（中国） 3

2019年7月30日 (7pm)
数字化抬高咬合的治疗计划

Andrea Shepperson 医生 (新西兰) 4

2019年2月26日 (7pm)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从直接到间接修复。Styleitaliano的世界 

Walter Devoto 医生 (意大利) 1

2019年9月3日 (7pm)
根管治疗中丢失的艺术

Terry Pannkuk 医生 (美国) 5

2019年10月22日 (7pm)
青少年牙列缺损的修复治疗

Tal Morr 医生 (美国) 6

2019年11月26日 (7pm)
贴面数字化全流程A-Z

Angelo Lazaris 医生 (澳大利亚) 7



2019年2月26日 (7pm)
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从直接到间接修复。Styleitaliano的
世界 
Walter Devoto 医生 (意大利)

讲师介绍

Devoto医生于1991年从热那亚大学毕业，自
此在热那亚大学教授修复学，2000至2004年
于热那亚大学教授激光课程。并且于马德里
大学（2005-2006）、西椰那大学（2005-2009
）、巴塞罗那的Catalona大学、法国马赛的地
中海大学教授美学修复课程。 

怀着对于微创美学修复的热忱，Devoto医生
是多本专业杂志的作者，并在全世界范围演
讲，包括许多欧洲的大学。并在QDT杂志发
表过多篇文章。

Devoto医生是Styleitaliano的创始人。

课程简介：

现代牙科学的精髓主要是粘结和微创。 

复合树脂是现今最常用的修复材料，几户所有的治疗比如
前牙和后牙的修复、冠的粘接及窝沟封闭都会使用到树脂。

对于复合树脂技术的优点和局限性的充分理解是每位牙医
应知应会的基础：复合树脂做不好会导致牙科治疗失败、治
疗时间延长。

要了解树脂材料，意味着要理解他们的颗粒组成，根据美学
和机械特性的需求选择更适合的材料，以及理解何时使用
间接修复、何时使用直接修复、何时作为临时修复、何时作
为永久性修复。

总之，意味着要正确的做好病人的诊断治疗计划以及达成
高质量的治疗效果。以此为出发点使用复合树脂或是牙科
陶瓷就不会成为两难的选择。

学习目标

• 为特定病人选择正确的材料。 

• 前牙美学修复材料的优点和局限。 

• 长期修复效果与病人的年纪：美学修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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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介绍

Dr. Luis Henrique Schlichting 医生是东卡罗
莱纳大学牙科学院的临床助理教授。

他1995年在巴西Santa Catarina州立大学获
得本科学位，1999年成为修复专科医师，2006
年获得硕士学位，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获
得博士学位期间，他成为南加州大学Herman 
Ostrow牙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在Pascal 
Magne 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科研工作。 

2011至2013年，他是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牙
科学院的修复和牙科材料学助理教授。他在
里约热内卢完成了超薄𬌗贴面治疗严重磨牙
症的临床实验。2013年回到美国，在诺瓦东南
大学牙科学院担任客座教授。 

Schlichting 医生发表了超过16篇关于美学和
粘结牙科学的文章。他也是“通往修复精通之
路：从新手到专家”一书的共同作者，该书已
被翻译成3种语言并获得巴西图书出版社的
Jabuti图书奖（2011）。他在巴西、美国和欧洲
演讲并教授手操课程。
  

课程简介：

本次课程专注于治疗中重度牙齿磨耗的全新方法。过去，
牙医经常会为了制作全冠或者高嵌体而磨初健康的牙体
组织。然而，由于边缘经常被放置在龈下容易造成牙周并
发症，以及由于需要牙体预备往往涉及不必要的根管治
疗。Schlichting的方法使用超薄CAD-CAM超薄𬌗贴面降低
牙体预备的量，在有些病例甚至不需要牙体预备。目前我们
没有必要大量牙体预备来隐藏修复体的边缘或者获得固位
型。在本次课程中，将会有一步步的操作介绍以及临床治疗
效果的展示。

学习目标

• 超薄𬌗贴面相比传统冠修复的优势。

• 超薄瓷贴面牙体预备原则：基于诊断蜡型的预备量控
制。

• 𬌗贴面的临时牙制作和粘结步骤。

2019年4月2日 (7pm)
使用超薄CAD-CAM𬌗贴面简化严重牙齿磨耗的治疗

Luis Henrique Schlichting 医生（美国）

2



2019年6月18日 (7pm)
天然牙软组织处理技术要点

刘琦医生（中国）

讲师介绍

北博佳德医疗团队——创始人

《牙周根面覆盖术》——主编（德国精粹出版
集团，辽宁科技出版社），（第一本被德国精萃
出版集团认证版权的国内牙科原创著作，英
文版在2019年海外上市）

Journal of Clinical Periodontology  临床牙
周病学中文版——副理事长

北京拜博口腔医院——副院长

公众号“镜下学技巧”创办人

擅长：

美学区域种植，即刻种植，GBR及软组织移
植，显微镜下精细化治疗。all-on-4.

曾在国内多家高端齿科机构任门诊主任，多
次赴欧美、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参加国际
专业技术培训。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口
腔标准化流程及先进技术培训，多次应邀出
席国内外口腔高峰论坛、发表与分享优秀病
例。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专注于治疗软组织退缩的手术处理方式。天然牙根
面覆盖的基本原理，常用手术器械及使用技巧。重点介绍经
典冠向复位瓣+结缔组织移植和隧道瓣+结缔组织移植两种
主流术式的手术技巧。

学习目标

• 经典法冠向复位瓣+结缔组织移植的技巧

• 隧道瓣+结缔组织移植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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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介绍

Andre Shepperson 是澳大利亚很受尊敬的
牙医。她对牙科的数字化技术有很丰富的经
验。她目前是新西兰奥克兰Abano Dental的
独立临床顾问。 

她是D.S.D.和Kois Center的讲师，主攻多学
科联合治疗以及高风险病例的治疗。 

课程简介

对于牙齿磨耗的治疗，需要深入了解垂直距离。在本次课程
中会介绍何时
、需要抬高多少垂直距离，以及具体采用的技术。数字化技
术让我们可以有效直观的评估磨牙症治疗的美学和功能需
求。使用数字化技术评估面部和口腔，寻找正中关系，制作
去程序化器以及测试垂直距离改变在口腔中的影响。
联合使用2D和3D的分析，使得牙科医生可以在治疗前综合
考虑牙釉质的保存，牙龈生物型，下颌运动轨迹等影响切牙
位置的因素，以建立正确的治疗计划。 

学习目标

• 改变垂直距离的系统化分析流程。 

• 在诊断中使用的数字化工具。 

• 分析出治疗中的风险因素及如何与病人沟通你的治疗
理念。 

2019年7月30日 (7pm)
数字化抬高咬合的治疗计划

Andrea Shepperson 医生 (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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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3日 (7pm)
根管治疗中丢失的艺术

Terry Pannkuk 医生 (美国)

讲师介绍

Terry Pannkuk 医生毕业于UCLA并在波士顿
大学获得牙体牙髓专科的硕士学位。他是美
国牙体牙髓协会的会员和文献编辑；波士顿
大学牙体牙髓校友会的前主席；牙体牙髓杂
志（美国牙体牙髓协会官方杂志）的现任审稿
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

他目前在加州的圣巴巴拉开业。

课程简介

• 详细的牙体牙髓检查及治疗：决定成败的因素

• 评估剩余牙体组织、咬合功能及咬合力

• 策略化的根管预备（SEE技术）

• 感染的牙本质：你是否全部去除？

• 面对复杂的根管系统：要做到多激进？

• 根管冲洗的有效性以及提高冲洗的技巧

• 寻找侧支：根尖1/3的治疗

• 根充的选择

• 冠方封闭：正确的无菌桩核技术

• 增强牙齿的抗折裂性

• 生物学宽度的考量

• 整体治疗团队的沟通

• 复诊及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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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2日 (7pm)
青少年牙列缺损的修复治疗

Tal Morr 医生 (美国)

讲师介绍

Tal Morr医生在佛罗里达的诊所专注于美学
种植和复杂病例的治疗。他毕业于Tufts大学
并在Washington大学获得修复硕士学位。Tal 
Morr医生在美学、种植以及全口咬合重建领
域都是国际知名的演讲者。

他是多个学术组织，如 American Academy 
of Aesthetic Dentistry, American Academy 
of Restorative Dentistry and the American 
Dental Association, as well as many local 
study clubs.等的会员。

课程简介

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年轻病人有牙齿先天缺失或者因为外伤
导致的牙齿缺失。因为青少年病人生长发育的特点，这些缺
失牙的修复需要特别考虑。理解何时使用何种形式来修复
这些牙齿对于长期的成功十分关键。这些青少年病人在生
长发育的特别时期，所以缺失牙的修复不仅从美学和功能
的角度来说很重要，从生理发育的角度也十分重要。据此制
定的综合治疗计划要确保青少年的生长发育以及行使良好
的功能。

学习目标

• 青少年病人牙齿修复方式选择

• 种植修复及固定修复的时机

• 青少年牙齿修复的生理学因素以及对治疗计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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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6日 (7pm)
贴面数字化全流程A-Z

Angelo Lazaris 医生 (澳大利亚)

讲师介绍

Angelo Lazaris 医生是澳大利亚高产的美学
牙医，在美学修复领域在同行和病人中都颇
具声望，他的病人来自全球各地。在多个国际
项目中演讲传授他的美学修复技术。

Lazaris 医生 1991年毕业于悉尼大学，2014
年获得伦敦Kings College的美学牙科硕士
学位。这两所大学都任命他作为临床助教。现
在他在悉尼经营一家高度美学要求的修复诊
所。 

Lazaris 医生将他的知识和临床经验总结出
一套自己的数字化流程，从单颗数字化修复
到复杂的全口咬合重建都可以使用数字化完
成。并且能够满足高端客人的美学需求及长
期稳定性。

课程简介

在现代美学牙科领域，数字化技术已经进入快车道。除了简
单的微笑设计以外，综合使用数字化比色、图像增强、3维数
字化设计、3D打印以及CADCAM技术形成的一套数字化流
程将改变你的诊所。数字化流程带来高都的可预见性、病人
满意度和临床医生的认可。 

学习目标

• 3D微笑设计软件和操作简介

• 将3D打印与美学修复结合

• CAD/CAM材料和技术

• 使用数字化技术提高病人的接受度和诊所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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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al  ED

Dental ED是美国牙医协会（ADA CERP）认证继续教育提供者。

ADA CERP 是美国牙科协会认证的为牙科专业人士提供继续教育的项目。

Dental ED 学习俱乐部的年度学习课程有14小时的ADA继续教育学分。

449A  Lygon  Street,  East  Brunswick,  Victoria,  Australia  3057
P     +61  (03)  8300  0719  
FB   Dental  ED
E     info@dentaledglobal.com
W    www.dentaledgloba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