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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技术领先优势
实现口腔诊疗数字化

海南口腔医院创建于1994年，当年在《海南省卫
生厅关于成立海南口腔医院申请报告的批复》中，明确
要求“海南口腔医院在口腔专业技术、口腔专业设备及
医疗质量在省内必须是领先水平。”

25年来，海南口腔医院不忘初心，开拓创新，用行
动兑现使命。在口腔专业技术、口腔专业设备及医疗
质量等方面，始终保持一流的水平。比如，海南口腔医
院率先将种植牙技术引进海南，1995年成功实施了首
例种植牙手术，开创了海南种植牙技术的先河。2008
年引进了日本森田公司的口腔锥形束CT（即CBCT），
在省内率先开展口腔锥形束CT的临床应用；2011年，
率先开展显微根管治疗技术；2018年，率先成立数字
化种植中心、数字化正畸中心；2019年，率先开展3D
打印即刻修复技术；2019年成立省内首家无痛牙科，
开展口腔舒适化治疗……

新时代，新征程。今天，海南口腔医院再出发。
15层楼高，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的海南口腔医院

三级医院新大厦，拥有综合治疗台100张、床位63张，
配备以电子病历系统为核心的临床路径化的信息化管
理平台，医疗设施设备齐全，口腔诊疗实现数字化。

三级医院引进了德国进口综合治疗台、进口口腔
锥形束CT、数字化椅旁即刻修复系统、显微根管治疗
系统、教学仿真头模、进口多导睡眠监测系统、螺旋
CT、DR、全自动生化及血气分析仪等先进的医疗设备
239台件，其中德国卡瓦E70综合治疗台是目前世界
先进的口腔综合治疗台，德国卡瓦i-CAT17-19大视
野口腔锥形束CBCT为岛内第一台，被业界誉为神奇
的“慧眼”。

三级医院开展的CAD/CAM椅旁即刻修复系统，
即数字化3D即刻修复技术，颠覆了传统修复技术，不
仅让牙齿修复更精准、更微创，而且更快、更便捷。传
统镶牙从取模到戴牙，一般需要等10天左右的时间。
但有了3D即刻修复技术，医生采用3shape扫描仪进
行数字化口内高清扫描取模，几分钟即可获取精确的
牙齿3D模型数据，医生在计算机辅助下量身定做个性
化修复方案，在三级医院内即可进行牙冠的切割制作，
最快上午就诊，下午就能戴牙，大大减少了患者就医次
数和时间。

数字化正畸中心正畸（牙齿矫正）全面实现数字
化，在CBCT设备、“黑科技”（口内扫描仪）支持下，在
电脑上直接生成和传输数字化模型用以诊断设计，帮
助医生制定矫治方案。患者可以直观地预览正畸效
果，与医生沟通矫治方案，有效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数字化种植中心开展的数字化种植，根据口腔CT
等设备的检测数据，判断牙槽骨的宽度、高度及角度，
设计出种植方案并利用3D打印制作出数字化种植导
板。手术时，数字化种植导板好比是“精准导航”，医生
根据导板划定的位置准确安装种植体，可降低手术创
伤，缩短手术时间，使种植手术更加精准、安全。针对
疑难口腔种植病例，海南口腔医院开展多学科会诊
（MDT），为高难度缺牙患者提供精准、高效、个体化的
种植解决方案。

舒适化诊疗中心引进了国际先进的STA计算机
控制口腔麻醉系统，开展STA计算机无痛局部注射
技术由系统自动匀速给药，传输的麻醉剂流速低于病
人的疼痛阈值，可将疼痛感降至最低，患者感觉更加
舒适。

开设急诊科
提供24小时口腔急诊服务

“半夜牙疼无须再忍”。三级医院设立口腔急诊
科，提供全天24小时口腔急诊服务。

很多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口腔问题，夜晚、凌晨牙
疼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因剧烈疼痛，坐卧不安，影响
睡眠；也有人发生牙外伤。为解决这些突发状况，满足
患者就诊需求，三级医院开设口腔急诊，方便广大口腔
患者24小时就诊。

三级医院急诊团队由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组
成，专业涵盖牙体牙髓、牙周、儿童口腔、颌面外科等多
个口腔专业学科，可进行各类口腔颌面部损伤、牙外
伤、颌面部间隙感染、急性牙髓炎、急性根尖周炎、智齿
冠周炎、颞下颌关节脱位、拔牙后出血、自发性牙龈出
血的治疗以及各种口腔内的急症处理。

就医环境温馨敞亮
全程有专人引导

三级医院注重为患者营造暖心、舒适的就医环境。
走进医院，米黄色的地板、棕色的指引牌，色调温

和。“微笑服务”的导诊人员上前迎接，引导挂号，服务
亲切，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舒适感。

该院每一楼层都设置了服务台，配备专门的导诊
人员为患者提供咨询、引导至诊室的服务，节省了患者
在就医过程中“摸索”的时间。

儿童口腔医学中心处处彰显出童趣。牙椅上，活
泼可爱的动物图案，极大缓解了看牙小朋友紧张和不
安的情绪。

颌面外科病房，干净整洁，安静，优雅。
免费WiFi全院覆盖，各楼层候诊区，座椅舒适，医

院为患者和陪诊家属提供饮用水。家属在陪诊期间，
可品读书籍，可戴上耳机用手机看电影、听音乐，也可
阅读医院免费提供的口腔健康科普读物……

三级医院13楼配套有食堂，可为门诊患者、住院
患者以及家属提供餐饮服务。

注重患者的就医体验，三级医院推出微信、官网、电
话、现场等多渠道预约挂号模式，为患者就医提供便捷。

全面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三级医院推行“无假
日”模式，全年365天，均有医生出门诊。

配套设立
口腔临床技能实训中心

海南口腔医院坚持“以临床为中心，以科教促临
床”的办院方针，走技术、学术、服务并重的发展之路，
是一所“学习型”“教学型”医院。医院建立了青年医生
发展基金和专项科研基金，鼓励医生申报科研课题，做
学问、写文章，外出参加学术交流。

三级医院13楼专门建设有口腔临床技能实训中心，
配备口腔教学仿真头模21台。14楼设有大型学术报告
厅和中型会议室。该中心能够承接全省各口腔医疗机构
人员的临床技能培训项目，承接国家级、省级口腔医学继
续教育项目培训班，以及为本院青年医护人员、海南高校
医学生开展教学实践、临床技能培训提供专业化平台。

据悉，海南口腔医院是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口腔临
床学院、山东滨州医学院口腔医学本科教学实习基地、
海南医学院口腔医学高职专科教学实习基地。

医疗资源
辐射儋州、三沙等5市县

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三级医院，为方便患者就医，配
备有远程会诊中心，实现与海口区域门诊部，市县分院之
间的远程医疗指导、远程教学。尤其是儋州分院、琼海分
院、文昌分院的口腔疑难病例，均可通过互联网远程方
式，接受三级医院专家的及时会诊。必要时，三级医院可
随时派出专家前往市县分院、门诊部为患者治疗。

此外，海南口腔医院作为中南地区（武汉大学）口
腔专科医联体成员单位，疑难病例可通过互联网远程
系统，由武汉大学口腔医院知名专家与三级医院专家
联合会诊，制定治疗方案，海南口腔患者在家门口便可
享受到国内顶尖口腔专家的优质资源。医联体的远程
医疗资源还辐射到了三亚、三沙。

由海南口腔医院和武汉大学口腔医院联合对三沙
市人民医院进行帮扶，形成医联体，每月上岛为三沙军
民开展口腔医疗服务。

交通便捷
提供100多个车位，停车方便

三级医院位于市中心，通过百度地图、腾讯地图、
高德地图导航海南口腔医院即可，无论是自驾车，还是
选择公交出行，均非常便利。

在很多医院，“停车难”是很多患者就诊头疼的问
题。三级医院配套车位100多个，并有专职工作人员
引导车辆停放，最大限度解决患者停车的问题。此外，
医院附近有大型的酒店停车场，可供停车。

三级医院开设有16个口腔临床学
科和医技专业学科。其中，牙体牙髓
显微治疗中心、数字化种植中心、数字
化正畸中心、儿童口腔医学中心、颌面
外科、国际VIP口腔诊疗中心、口腔预
防科等是该医院的重点专科。

舒适化诊疗中心拥有先进的口腔
麻醉医疗设备和手术治疗室。面向三
叉神经痛等颜面部疼痛，开设疼痛门
诊、康复门诊。针对牙科恐惧症、难以
配合口腔治疗的儿童及成人，提供门诊
日间全麻治疗技术、笑气镇静镇痛技术
等舒适化、高质量的口腔医疗服务。

数字化种植中心开展对各类牙列
缺损和牙列缺失进行种植义齿修复，
如即刻种植修复、上颌窦提升同期种
植、骨劈开同期种植、数字化导板种植
修复和颌面部术后缺损种植修复等，
恢复患者口腔生理功能和面部美观。

口腔美容医学科面向有特殊美学
需求的人群，实施口腔颜面部及牙齿
美容医学治疗。开展颜面部各类色
素、斑块等激光美容治疗；前牙变色、
形态异常等进行无创冷光美白；前牙
畸形、间隙过大等微创美容贴面即刻
修复；牙齿缺损、缺失的美学修复，提
升美学颜值和精致生活品质。

数字化正畸中心开展儿童、青少
年乳牙列和混合牙列期牙颌畸形的早
期预防性、干预性和综合性矫治；儿童
唇腭裂术后序列治疗；成人、老年人牙
颌畸形、重度牙周病正畸治疗、正畸-正
颌联合治疗、重度磨牙症咬合垫治疗、
以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
征（OSAHS）的阻鼾器治疗等。形成
了以方丝弓、直丝弓矫治等固定矫治
为主，以功能矫治、活动矫治为辅的特
色诊治体系，为患者提供国际标准化

诊疗服务及个性化治疗方案。
牙体牙髓科·显微治疗中心开展

各类牙齿疼痛及缺损的高质量诊断和
治疗；疑难牙病的诊断与治疗；前牙美
白治疗及树脂美学修复；牙齿严重缺
损实行计算机辅助设计/辅助制作椅旁
即刻修复。在显微技术辅助下，进行
牙体牙髓病精准、微创治疗与修复；根
管治疗过程中器械分离、钙化、髓腔穿
孔及根管治疗失败等再治疗。

儿童口腔医学中心开展乳恒牙窝
沟封闭，为18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口
腔常见龋病、牙外伤等提供规范化诊
疗。对儿童牙齿发育异常（“地包天”、
龅牙、牙齿拥挤等）和口腔不良习惯
（如口呼吸、吮指、咬唇等）进行早期干
预矫正、口面肌功能训练、咬合诱导。
对于残障或难以配合儿童，采用笑气
镇静或全麻下牙病综合治疗。

三级医院配备有强大的专业技术
团队，专业技术人员近300人。其中，
高级职称15人，中级职称34人，均为
长期固定在医院工作的专家。

三级医院在建院之初，就引进了
一批优质医疗资源，拥有“豪华”的专
家阵容，形成了一支由学科带头人领
衔、中层骨干力量与优秀青年医生相
结合的高水平、高素质的医疗专业人
才梯队，将助力提升海南口腔诊疗水
平，岛内口腔疑难疾病患者不用出岛
就能享受到一流的诊疗服务。

廖天安是三级医院名誉院长，首
席专家，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口腔颌面外科学科带头人，颌面
外科、数字化种植中心主任，中华口腔
医学会常务理事，海南省口腔医学会名
誉会长，海南省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委员
会名誉主任委员，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
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廖天安教授在人工牙种植、口腔

颌面、头颈肿瘤手术治疗及恶性肿瘤
的综合治疗，颜面畸形的整形美容，打
鼾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治
疗，先天唇腭裂序列治疗，数字化技术
修复上下颌骨缺损、口腔颌面部硬软
组织缺损等领域具有很深的造诣和丰
富的临床经验。

牛忠英是三级医院业务副院长，首
席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和
博士后导师，口腔内科学科带头人，原
解放军第306医院副院长，全军口腔疾
病诊治中心主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常务
理事，北京口腔医学会副会长，中央军
委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和军队优秀人才岗位津贴。

牛忠英教授长期从事口腔基础理
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深厚的学术
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疑
难口腔疾病、牙体牙髓病，老年和儿童
复杂牙病的诊断及治疗，重度牙周病
序列治疗，口腔疾病与全身疾病关连

性的诊断治疗。
施生根是三级医院首席专家，主

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口腔
修复学学科带头人，国际VIP口腔诊疗
中心主任，原解放军第306医院口腔科
主任、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
全军口腔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北
京市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学专委会副
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和军队优秀人才岗位津贴。

施生根教授对特殊人群口腔保
健、疑难疾病诊治、复杂缺牙各类义齿
修复、咬合重建造诣深，在牙齿缺损、
折裂、色彩异常美学修复、重症牙周病
系列治疗方面有独到之处。秉承患者
需求优先，满腔热忱；诊疗科学认真；
技艺追求精准、微创、私密、安全、舒
适；各类义齿、贴面、种植修复逼近自
然，美观，符合生理，经久耐用。施生
根教授精湛的诊疗技术吸引了众多岛
内外口腔患者慕名前来求医。

开设16个临床、医技学科 可开展全麻下口腔治疗

引进知名专家 实现口腔疑难病治疗不出岛

颌面外科是三级医院的特色专科
之一。颌面外科病房设2个病区、63
张床位。颌面外科能够开展颌面部肿
瘤根治术及皮瓣修复等高难度手术。

颌面外科主要开展肿瘤、颌面创
伤、间隙感染、涎腺疾病、三叉神经、面
神经疾病诊治，先天性唇腭裂序列治
疗，面部畸形矫治，颞下颌关节疾病及
鼾症诊治，复杂疑难拔牙等。

颌面外科专门开设鼾症门诊、颞
下颌关节门诊、齿槽外科门诊等。

生活中很多人并不把“打鼾”当回
事，反而把鼾声响误认为睡得香，这是
一种误解。事实上，严重的鼾症（阻塞
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一种疾病，
不仅会造成患者白天困倦影响工作，降
低生活质量，干扰家人休息，长期患鼾
症可对身体各器官功能造成影响，严重

者可发生猝死，给自身健康和生命安全
带来极大威胁。颞下颌关节疾病是多
发病，其中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很常
见，会出现关节局部酸胀或疼痛、关节
弹响和下颌运动障碍，如张口受限等，
还可伴有颞部疼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影响正常生活。三级医院开设有鼾症
门诊、颞下颌关节门诊，这些疾病在这
里都可以得到非常专业的诊治。

颌面外科可开展高难度手术 另增设鼾症、颞下颌关节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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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董事长车道闯（右）和院长牛惠燕（左）为三级
医院揭牌。

海南口腔医院三级医院大楼。

海南口腔医院三级医院一楼大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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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9日，坐落在
海口市龙华区友谊路50号的海
南首家三级口腔专科医院——
海南口腔医院三级医院（以下简
称三级医院）开业，填补了海南
三级口腔专科医院的空白，在海
南口腔医疗事业发展历程中具
有里程碑意义。

海南口腔医院拥有25年的
发展历史。随着集医、教、研、
防为一体的现代化三级医院的
投入运行，海南口腔患者再也
不用漂洋过海出岛求医，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由知名口腔专
家提供的一对一、优质的口腔诊
疗服务。

海南口腔医院始终用行动
兑现“在口腔专业技术、口腔专
业设备及医疗质量在省内必须
是领先水平”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