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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德种植牙高峰论坛成果“发布惠”

植得口腔医院：追求“零瑕疵”的种牙品质

植得口腔联合本报回馈读者：
德国 ICX 植体首颗半价 只剩 3 天！ 大河报预约报名专线 0371-65795608
核心提示丨单颗缺牙怎么办？多颗缺牙怎么办？半
口缺牙、全口缺牙呢？2018 年 5 月，
“河南德国 ICX 专家
团（2018）种植牙高峰论坛”成果发布，植得口腔医院即种
即用技术、多颗牙咬合重建技术、ALL-ON-4 技术、前牙
美学种植技术等四大种植技术全新升级。无论您是哪种
缺牙情况，植得都有相对应的先进技术帮您轻松“长”新
牙。 大河报种植牙咨询专线 0371-65795608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静

公益活动
今日专家义诊

帮助孩子摆脱尿床困扰
2018 中德种植牙高峰论坛现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闫良玉

“即种即用”技术为啥能落户植得？
“即种即用”技术是一项综合
实力强的口腔医院才能落户的技
术，因为“即拔、即种、即用”无论
是前期拔牙、种植牙手术，还是术
后恢复，都要求在微创中进行，并
且要求一次手术当天完成。因此
对医院的设备、技术和医生都有

很高的要求。
不仅如此，
“ 即种即用”技术
在德国是和数字化牙科设备无缝
链接的，
“ 即种即用”为了将植牙
修复手术的精准性提高到更佳的
程度，利用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
对放射影像资料进行处理，重建

三维医学图像模型，结合空间定
位实现植牙过程中牙根的精准定
位。在此之前，这种与数字化无
缝链接方法，是应用于做心血管
支架这种高危又需要高保障的手
术中的。

“即种即用”技术对手术要求有多高？
“即种即用”技术依托全口
CT 扫描，测出缺牙部位的牙槽骨
高度、宽度、紧密度，并计算出相
关数据。这些数据精度可达 1 微
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 1/60。

医生通过分析这些三维数据，来
确定种植更合适的位置、角度及
深 度 ，从 而 实 现 种 植 牙 稳 定 固
位。同时，它还可以帮助
“即种即
用”手术时避开重要的神经和血

为啥要求每一台手术“零瑕疵”
？
手术必须是严谨的，在医学
上没有所谓的“万一”，因为对于
每一位患者而言，都是唯一。植
得口腔医院在引入“即种即用”技
术的同时，也把德国设备、系统、
手术流程、消毒标准等全部引入
植得。
术前必须有全景片和牙片，
全方位检查才能避免盲区，必须
有血压和血常规检查，有心脑血
管等病症的患者，必须匹配心电

监护设备和医师保驾护航，拔牙、
种牙、戴牙的时间精确到秒。手
术如有切口要以毫米为单位，做
到舒适种植。种植角度、深度、位
置必须精准到毫米以下的单位，
以肉眼看不见为标准，才能形成
媲美真牙的咬合力。用植得刘院
长的话说，虽然这些患者都看不
见，但其一定感觉得到。也只有
这样才能达到每一台手术“零瑕
疵”
的可能。

管，从而大大提高了种植手术的
安全性。与数字化设备无缝链
接，进行
“即种即用”种植手术时，
不翻瓣、不拆线，只需要 3~4mm
的微小切口，
全程做到微创种植。

植得口腔医院联合本报
回馈读者
为庆祝中德种植牙高峰论
坛取得重大技术成果，以技术回
报社会，植得口腔医院联合德国
品牌感恩回馈全省口腔患者，活
动只剩 3 天！
活动一 德国 ICX 植体首颗
半价；
活动二 植得美瓷贴面3送1；
活动三 幸运大赢奖100%中奖。

国家远程医疗中心落户河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通讯员 曹咏 周厚亮
5 月 28 日，国家远程医疗中
心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挂牌
成立，
这标志着
“河南省远程医学
中心”正式升格为国家远程医疗
中心，国家促进“互联网+医疗健
康”发展战略迈出坚实一步。这
也是我省首个国家级医疗中心。
远程医学是随着计算机技术
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
现代医学与计算机技术、通讯技
术紧密结合的新型医疗模式，可
满足跨医院、跨地域乃至跨国家
的医疗求助或医疗协作需求，
在最
大范围内实现医疗卫生资源共享。
河南省远程医学中心自
2010 年在郑大一附院成立以来，
目前已在全国率先建成覆盖全省

的“省-市-县-乡-村”五级远程
医疗网络和开放共享远程医疗综
合服务平台，与新疆、山西、四川、
山东、贵州等省内外 500 余家基
层医院建立了教学协作关系和远
程会诊分中心，实现了优质医疗
资源的惠民共享。
该中心还与美国、俄罗斯及
欧洲和非洲部分国家医疗机构实
现了远程医疗合作。每年开展远
程综合会诊 4 万余例，远程病理、
心电、影像等专科诊断 50 万例，
远程继续教育培训 300 余次，培
训医务人员 40 余万人次。
郑大一附院党委副书记、工
会主席、国家远程医疗中心主任
赵杰教授表示，加快发展“互联

网+医疗健康”，可以提高医疗服
务效率，让患者少跑腿、更便利，
使更多群众能分享优质医疗资
源。国家远程医疗中心落户该
院，是国家卫健委对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河南省远程医学中
心工作的充分肯定，该院将再接
再厉，着力探索以数据为中心的
全连接远程医疗发展路径，引领
建设全国统一的“互联网+医疗
健康”标准体系、远程医疗服务平
台、医疗质量监管和信息安全防
护体系、数据深入应用体系、人才
培养体系等，努力推进远程医疗
覆盖全国所有医联体和县级医
院，推动我国远程医疗事业的整
体快速发展。

多国神经外科知名专家郑州传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实习生 刘雅 通讯员 张晓华
Juha Hernesniem（尤 哈）
教授是国际神经外科中心主任、
赫尔辛基大学中央医院名誉主
席。5 月 27 日，Juha 神经外科学
术大会暨 Juha 神经外科大师培
训班在郑州启动。
培训班由河南省人民医院主
办，河南省脑血管病医院承办。
到会的外籍专家来自美国、日本、
加拿大、墨西哥、斯洛文尼亚等国
家的知名医疗机构，以及我国神
经外科领域的多名学科带头人。
此次培训将持续 5 天，培训
期间，不仅有学术讲座和病例分
析环节，同时还有 40 台的经典手

术现场演示。参加培训的学员共
计百余名，多为国内三级医院神
经外科主任、业务精英等，均有数
百或上千台神经外科手术经验。
省人民医院院长顾建钦介
绍，这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去年底
正式与尤哈教授签约、建立 Juha
国际神经外科中心后的一次学术
交流盛会，也是神经外科迈向国
际的全新尝试。
尤哈教授表示，医学的发展
离不开年轻人对前辈的传承、超
越与提升，河南省人民医院提供
了一个国际性的交流展示、培养
新人的舞台，意义深远。他希望

将自己的工作经验引入河南，提
高神经外科诊疗水平，为患者带
来更好的治疗、康复、安抚。今
后，他将与省医神经外科团队一
道，打造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神经
外科中心，致力于为海内外的动
脉瘤、动静脉畸形、脑肿瘤等患者
提供可定制的精细化医疗服务；
开展基于中国疾病谱的脑血管疾
病综合治疗和大数据研究。
省卫计委巡视员黄玮说，尤
哈教授团队长期在河南专职工
作，将惠及亿万群众。本次培训
班，也是河南医疗卫生事业走向
国际的坚实一步。

儿童遗尿症是指 5 岁以上
的孩子不能控制自己的排尿，
夜间常尿湿床铺，白天有时有
尿裤子的现象。据统计，4 岁
有尿床现象者占儿童的 10%~
20%，9 岁时约占 5%，15 岁仍
尿床者占2%。男孩高于女孩，
6~7岁的孩子发病率最高。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家长
对儿童遗尿问题存在诸多误
区，家长对此问题既不能不管

不问，更不能病急乱投医，应
从内心重视，对孩子进行规范
治疗。
5 月 29 日是第四届“世界
遗尿日”，为呼吁公众关注遗
尿儿童，重视遗尿问题，河南
省省立医院将于当天 8：30~
17：30 在该院生长发育与遗
尿门诊（门诊楼 3 楼 311 室）举
办义诊活动，帮助孩子摆脱尿
床的困扰。

胶囊胃镜、无创冠脉核磁登场

我省高端体检市场添新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5 月 26 日 ，与 英 国 BUPA、日本 PL 并列为世界三大
健康管理机构的美兆集团入
驻郑州，开启我省高端健康体
检新篇章。
在当天举行的首届中原
“心”健康管理论坛上，阜外华
中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高传
玉，郑大一附院心血管内科主
任魏经汉教授，省人民医院心
血管内科王丽霞主任等省内
权威专家，围绕健康管理的热
点问题，
进行了学术分享。
省健康管理学会功能医
学分会主任、省人民医院李凤
云教授，授予郑州美兆“河南
省健康管理学会会员单位”称

号。郑州美兆则将价值 100
万元的冠脉核磁体检项目，捐
赠给省医学会心血管分会。
据介绍，该无创冠脉核磁
检查简化了心脏核磁检查流
程，无需打造影剂、无创无痛，
仅需 12 秒即可自动完成国际
心脏协会要求的 6 个基本心
脏切面，1 小时即可完成全套
心脏检查，受到众多到场嘉宾
的关注。
除此之外，无痛无创无需
麻醉的胶囊胃镜，同样是体检
医生的得力助手，该“胶囊”只
需 15 分钟，就可全方位多角
度拍摄 2 万多张照片，全面观
察胃黏膜并做出诊断。

专家提醒

输卵管微创治疗
不能
“一通了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何世桢
有统计显示，因输卵管不
通导致的不孕占女性不孕的
30%以上。这意味着，10 名
女性中，就有 3~4 名因为输卵
管不通而不能怀上宝宝。
据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陈
萍介绍，输卵管不通多与炎症
引起的堵塞、水肿有关，主要
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经期性生活。女性月
经期间自身免疫力会下降，这
时进行性生活容易导致细菌
入侵，从而引起输卵管、盆腔
炎症，
进而导致输卵管不通。
2.人工流产。有很大一
部分女性输卵管不通与人工
流产有关。一方面，由于现在
多采用的是无痛人流，女性术
后感觉不明显，认为流产对身
体伤害不大。另一方面，一部
分女性是未婚或意外怀孕，不
想让人知道，没有请假休息，
同样会导致慢性炎症，久而久

之形成输卵管不通。
3.有极少部分是由于医
源性感染引起的输卵管不通。
“无论是经期性生活，还
是人工流产，输卵管不通与炎
症关系密切，而且一般会导致
双侧输卵管炎症，所以女性输
卵管不通很难怀孕。”陈萍说，
微创输卵管复通术目前是治
疗输卵管不通的一种行之有
效的手术方式。但是，由于输
卵管不通多与炎症造成的局
部水肿、增粗、粘连有关，所以
不能手术
“一通了事”。
陈萍说，直肠与输卵管、
子宫的距离较近，可以通过中
药灌肠的方式减少水肿、促进
炎症消退。另外，中医认为，
输卵管不通多与湿热、血淤有
关，术后口服清热利湿、活血
化淤的中药可以改善女性体
质、促进病情恢复，提高受孕
率，帮助女性早日怀上宝宝，
圆做妈妈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