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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您来访问伦敦大学学院（UCL）伊士曼
口腔医学研究院，这所世界顶级的口腔医学
硕士、博士学生培养及学术研究中心。

世界口腔医学排名第8位，综合排名世界第6位，
紧随剑桥、牛津，在全英综合排名第3位，伦敦大
学学院伊士曼口腔医学研究院自然成为了世界
口腔教育界优秀、信赖和尊重的代名词。在伊士
曼毕业的口腔医学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大多在
他们随后的职业生涯中成为学科带头人和国际
知名专家。

作为伦敦大学学院（UCL）的附属口腔医学院，
我们的学生及教职员工有机会和世界顶级的专
家一起学习和工作，使用UCL高精尖的教学场
地及设备，与来自世界各地各个学科的专家进
行合作交流。

我们的口腔医学研究院坐落于伦敦市中心。众
所周知，伦敦是世界上受欢迎的多文化大都市之
一，为来自英国，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的口腔医学
工作者提供了最好的教育生活体验。

教学

伊士曼口腔医学院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口腔医学
工作者提供涉及各个口腔医学专业的高质量研
究生教育课程，包括临床硕士、博士学位的专科
培训，证书、文凭课程，研究型硕士博士学位以
及CPD（继续教育）课程。

我们以临床操作为重点的全日制及非全日制课
程以小班教学为主要形式，由国际知名的学科
专家担任教学团队领导，这些专家均在英国及
国际专业组织中任职，包括英国皇家外科学院，
英国正畸学会，及英国牙周医学会等。

这些专家热忱的教学工作态度及对学员学习环
境的保障得到了我们广大往届毕业生的认可。
保证了我们的学生能够获得最高质量的学术及
临床教育支持。伊士曼口腔医学研究院拥有着
配置齐全的教室，讲堂，临床实习场地及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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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伊士曼口腔医院为我们学员的理论学习与
临床工作的紧密结合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作为
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部分，我们的学生
还有机会接触到多学科配合治疗教育，并有机
会进入UCL的各大附属医院参观学习。

科研

UCL伊士曼口腔医学研究院作为欧洲排名第一
的口腔医学硕博临床教育培训基地，同时也是
世界顶级的科研型研究生教育中心，向广大学
员提供多学科的科研型硕士博士学位教育。我
们的科研题目主要围绕口腔疾病的预防，诊断
与治疗展开，包括幼儿龋齿预防，成人牙周疾病
及口腔癌症相关的研究课题。

我们的研究生和教学员工同时还在涉及公众健
康的课题上获得了卓越的成果。包括抗生素抗
药性方面的研究，骨修复及软组织重建方面的
研究。伊士曼口腔医学研究院在REF评估中得
到了值得我们骄傲的成果 - 全英国口腔教学
GPA最高评分，研究论文的引用次数也在所有

英国口腔医学教育机构中排名第一。

我们的科研工作人员也是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
人，很多都在 EPSRC, NIHR, Longitude Prize 
及 IADR 等世界知名口腔医学组织中担任领导。
并在知名的科研期刊中担任主编。

我们的教职员工还承诺为广大学员的科研工作
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持。每位学员都会由固定的
导师亲自指导临床及科研项目，保证了学员在伊
士曼学习期间，及毕业后的工作中，能够获得长
期个性化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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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 (UCL)
伦敦大学学院（UCL）是英国排名紧随剑桥、牛津位列第三，
在伦敦排名第一的综合型大学，拥有13,000名教职员工及来
自世界各地150个国家的38,000名在校生。

于1826年在伦敦市中心建校，UCL在历史上是全英格兰第一
个接纳各个宗教信仰学生的大学，也是全英国第一个保障入学
条件性别平等的大学。

前沿的科学研究，行业领先的学术及临床教学工作者，高端的
教学场地及世界知名的临床实习医院在伦敦大学学院得到了
最完美的结合。使UCL有幸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医学及口腔医
学教育学府。

UCL在伦敦医学教育排名第一，口腔医学教育世界排名第8，
综合排名世界第6位，医疗技术教育全欧洲排名第一。我们热
切期盼并欢迎来自世界各地，追寻最前沿的理论与临床技术的
学生加入我们的临床及科研教学活动中。



CBMDA
CBMDA 成立于简单的初衷:

• 为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医学及口腔医学工作者提供
前沿的基础理论及临床知识。
• 将英国的医学国际交流项目大门永远向中国广大
医疗工作者敞开。
• 为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医疗工作者提供免费的交流
平台。

 执业医师的医疗继续教育是全球患者持续享受最高
质量医疗服务的保障。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院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院（CBMDA.co.uk) 自成立之日
起， 就在为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医学生，医疗工作者
提供丰富而又多样化的学习平台。我们打破了传统
的培训方式，使我们的学生能将自己的学习与未来
技术的成功开展紧密联系。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院
的总部设在伦敦，我们的学生在总部及英国全国各
地临床实习医院进行着他们辛苦而又充实的临床见
习实习。我们学院正在以稳重而矫健的步伐，成为
专业继续教育（CPD）及临床大师培训课程的世界
顶级学府。 在学员结业或毕业后，中英医学口腔医
学院及与我们联合办学的英国大学会向学员颁发双
项结业或毕业证书，以作为对学员海外学习交流经
历的肯定。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协会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协会(CBMDA.org) 是由英国牙
科总理事会及英国 Secretary of State 书面批准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注册成立的非赢利组织。协会旨
在为中国和英国的广大医疗工作者提供免费的信息
交流服务平台。 协会平台免费提供手术操作的视
频演示，以及医学，口腔医学的最新研究参考文献。
我们还为广大医疗工作者提供前沿产品、器械，最
新诊疗技术的示范演示培训课程，覆盖所有医学及
口腔医学科目。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协会也会为其付
费的企业及个人会员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协会常年以来，一直积极参与在，
为中国制药企业搭建与英国、欧美乃至全球生物制
药行业进行交流的平台工作中，并与欧美大型制药
公司、投资金融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中英医学
口腔医学协会在全球拥有1000+ 企业会员，一直以
来享受着我们在战略合作，交流，采购，培训以及宣
传等活动中提供的服务与支持。



口腔种植学Masterclass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继续教育MasterClass课程
第一部分：中国

Day Date Time

1 Mon 29 July AM
• 患者选择，种植治疗原则与设计
• 标准与复杂病例的治疗计划定制
• 临床评估和风险控制

UCL - Eastman 
中英种植教学组

PM
• 诊所设置，医患交流和术前准备
• 种植成功的标准和负重原则
• 翻瓣设计/手术切口/缝合/手术器械

2 Tues 30 July AM • 引导骨组织再生和骨增量原则
• 骨增量的术式与临床操作原则

UCL - Eastman 
中英种植教学组

PM • 拔牙位点管理：即刻，早期和延期种植
• 即刻种植和临时修复 

3 Wed 31 July AM • 骨量不足的分类及手术方式的选择
• 不同骨增量技术的临床程序

UCL - Eastman 
中英种植教学组

PM • 骨增量过程中并发症的预防与处理
• 骨移植材料的选择与循证

4 Thur 1 Aug. AM • 美学区种植的设计与手术原则
• 种植体和引导种植体植入的三维数字化模拟方案

UCL - Eastman 
中英种植教学组

PM
• 前牙美学种植体植入时机与修复时机
     - 即刻VS延期
• 前牙美学区的并发症和软组织处理

5 Fri 2 Aug. AM • 美学区骨增量的要求与移植材料的选择
• 美学区种植植体评估与选择

UCL - Eastman 
中英种植教学组

PM
• 美学区印模技术和修复材料选择
     实操课程
• 印模技术：美学区个性化印模杆和临时修复体的制作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继续教育MasterClass课程
第二部分：英国伦敦

Day Date Time

1 Mon 9 Sept AM
· 欢迎仪式
· 患者选择和种植体选择
· 骨生理、颌面解剖与骨整合

UCL - Eastman 
种植教学组

PM

· 种植体植入条件，种植体的稳定性和种植位点准备
· 牙科锥束CT
· 种植病例的三维模拟治疗计划和种植导板
· 种植导板设计和制造

2 Tues 10 Sept AM

· 垂直向和水平向骨增量的原则
· 下颌后牙区的垂直向牙槽嵴骨增量
· 骨增量术后的膜龈生物学和软组织成形手术
· 牙槽嵴骨增量术后并发症的诊断与处理

UCL - Eastman 
种植教学组

PM       实操课程：猪头骨 - 下颌
·  骨替代材料，自体骨移植和GBR膜

3 Wed 11 Sept AM

· 种植体周围的牙周考量及其周围粘膜的健康生物学宽度
· 种植二期暴露和膜龈处理 
· 自体软组织移植和微创软组织技术  
· 角化组织增量和软组织增量 
· 自然牙和种植体周围的牙周手术
· 软组织美学效果的标准

UCL - Eastman 
种植教学组

PM
      实操课程: 猪头骨 - 上颌
· 软组织处理的翻瓣设计，切口，缝合材料 
· 不同软组织处理和移植方法

4 Thur 12 Sept AM

· 牙槽嵴增量和上颌窦提升的原则
· 生长因子和骨增量技术
· 牙槽嵴和上颌窦增量的并发症
· 上颌窦植骨：侧方开窗，内提升的技巧，结果和并发症 

UCL - Eastman 
种植教学组

PM

· 窦提升移植材料的选择与循证医学
· 窦提升的种植时机与植体选择
      实操课程: 鹿头骨 
· 上颌窦提升术

5 Fri 13 Sept AM
· 无牙颌手术解决方案与术式设计
· 结合骨再生的All-On-4方案
· 覆盖义齿种植设计与修复方案

UCL - Eastman 
种植教学组

PM · 无牙合种植的并发症及解决办法

*声明：本次课程的开设，由满足条件的入选学员人数决定。伦敦大学学院保留对课程内容及课程安排修改和调整的权利。
 课程适用于本科毕业从业3-5年的口腔医生。



申请条件
专业资质及执业经历

• 学员需要提交由英国大学学院及中英医学口腔医
     学院共同认可的口腔医学本科教育学历。
• 执业现状可以包括：公立医院口腔科医师，私营诊
      所口腔医师，社区服务医疗机构口腔科医师，口腔
      医学本科毕业的在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 所需学习工具器械及临床实习安排：
      学员需要有机会从事专职诊疗工作，从而提交所
      需病例报告。
• 英语水平要求：
 -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院会在CPD短期培训及
    口腔医学MasterClass教学中向中国学员
    提供中英文同声、交替传译服务。
 - 毕业后住院医师访问交流学员雅思成绩
                6.5分及以上，并在书写及口语考试中成绩
                达到6.0分以上。
• 中英医学口腔医学院会向录取学员发送书面录取
      通知书，并和中方机构协助学员办理赴英签证手
      续，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中英医学口腔医学协
      会，国际学术交流部。
      Email: info@cbmda.org

学习与生活
在本次大师班课程中，学员会有机会经历：

• 50% 教室授课，小组讨论，治疗计划设计等
• 50% 仿头模操作，临床见习，临床实习。

Masterclass教学工作涉及仿头模临床操作实习，
视频演示，临床摄影与病历记录以及对专业文献中
前沿技术的讨论。

学费
学费: £9,000 (英镑)
学费 + 中英往返机票 + 课程期间在伦敦的餐饮(
除晚餐）、住宿、交通：£10,800 (英镑)

招生：根据伦敦大学学院口腔医学院研究生及博士
生临床教学基地场地要求与教学质量的需要，本课
程全国每期限录取20人。

我们还向来自中国的广大学员提供多种形式的奖学
金及助学金，递交申请的学员可同时递交奖学金及
助学金申请表，由英国大学及中英医学口腔医学协
会共同审核，评价学员奖学金申请条件，制定奖学
金授予额度。 CBMDA最高奖学金每年5人，颁发
给往届毕业再进修学员，由中英医学口腔医学协会
全额支付学员在中国及赴英学习的全部学费、差旅
费及住宿费，并享受£40/天的生活补助。

教学组领导
Dr. Dev Patel
Director of Implant Programmes

Dev is the Director of 
Implant Programmes and 
Principal Teaching Fellow 
at the Eastman. He is a 
registered specialist in 
both Prosthodontics and 
Oral surgery and has 
been the Programme 
Director for the Diploma 
in Implant Dentistry since 

its inauguration in 2007. Active interests include 
teaching and education in both the surgical and 
prosthodontic aspects of implant dentistry. Dev 
also works part-time in practice and is a partner in 
a multidisciplinary specialist 
practice based in Wimbledon, London.

Dr. Pareet Shah
Deputy Programme Director

Pareet graduated with 
distinction from King’s Dental 
Institute in 1999. He is 
Deputy Programme Director 
for the Implant Diploma and 
Senior Clinical Teaching 
Fellow at the Eastman. He 
is a registered specialist 
in Fixed & Removable 
Prosthodontist and divides 

his time between specialist practice and teaching 
and accepts referrals for all forms of fixed and 
removable prosthodontics in practices in Tring, 
Hertfordshire, and Kenton in Harrow

Dr. Safa Somi
Senior Clinical Lecturer 

DDS, MClinDent (Pros), 
MPros RCS (Ed)
Safa is a visiting 
consultant from Cardiff 
University. She is a part-
time lecturer at Cardiff 
Dental University Hospital, 
teaching postgraduates 
in the department of 

Prosthodontics.



Safa has been trained as a specialist in 
Prosthodontics at Cardiff Dental School and has 
got Master of Clinical Dentistry in Prosthodontics 
with distinction and Membership in Prosthodontics 
from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dinburgh.

She is registered with the General Dental 
Council as a Specialist in Prosthodontics. Her 
UK specialty training was broad based in the 
context of Restorative Dentistry, focused on 
advanced Prosthodontics and Implant Dentistry 
in conjunction with General Restorative Dentistry, 
Endodontics and Periodontics, which has made 
her competent to deliver all aspects of restorative 
treatments to her patients.

Excellent quality of dental treatment is Safa’s 
priority for the service she is offering to her patients 
and what is bringing a smile to her face is giving 
back smiles and function to her patients.

Dr Kavit N Shah
Senior Clinical Lecturer 

BDS, MFDS.RCS(Eng), 
M.Clin.Dent, MRD.
RCS(Eng) Specialist in 
Prosthodontics
Kavit graduated from Guys’ 
Kings and St Thomas’ 
School of Dentistry in 2002. 
Following graduation he 
worked in general dental 
practice and held dental 

hospital posts in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Oral Medicine and Restorative Dentistry. In 
2005, after successfully gaining membership of 
The Faculty of Dental Surgery of the prestigious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he 
enrolled onto a four year Masters and Specialist 
Training Programme in Fixed and Removable 
Prosthodontics at the internationally acclaimed 
Eastman Dental Institute. Kavit graduated at the top 
of his class with a distinction, he was awarded the 
UCH Alumni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Prosthodontics 
and he is now a recognised specialist in Fixed and 
Removable Prosthodontics by The General Dental 
Council.
Throughout his training he worked side-by-side 
with Dr Searson, and in 2008 he joined The 
London Centre for Prosthodontics as a partner. In 
addition to the time spent at the practice, Kavit is 
a Senior Clinical Teaching Fellow at The Eastman 
Dental Institute, where he lectures and supervises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treatment of implant and 
prosthodontic patients.

Dr Shiehfung Tay
Senior Clinical Lecturer 

MClinDent (Hons.), EFP & 
MFDS (Eng), BDS (Mal)
Dr Tay is currently a General 
Dental Council registered 
Specialist in Periodontics 
and works mainly in private 
practice. She is a teacher as 
well as a clinical supervisor 
at the UCL Eastman Dental 
Institute.

Dr Tay qualified as a dentist in 2004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Having exposed to 
different work experience including general dental 
practice and hospital based specialist units, she 
then completed her MFDS qualification from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England) in 2008.
Thereafter she went for a 3-year full time specialist 
training focusing on Periodontology and Implant 
Dentistry at the UCL Eastman Dental Institute. 
She was also awarded a distinction for her 
Masters in Clinical Dentistry and a Certificate in 
Periodontology by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Periodontology (EFP).

Dr Tay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managing 
advance gum disease as well as cosmetic 
reconstruction of smiles. Her main focus is on 
non-surgical and surgical periodontal treatment 
including periodontal regenerative approach using 
evidence based techniques. She also practices 
implant dentistry and she is also trained in 
managing peri-implant infection and diseases.
Dr Tay has also a keen interest in the areas of 
cosmetic reconstruction of smiles and this includes 
improving gummy smiles and reducing / eliminating 
gum recession. She works closely with her 
colleagues of other specialties to restore functional 
dentition and achieve aesthetically pleasing smiles.
Her approach to therapy is based on prevention 
and minimal intervention while ensuring patient 
satisfaction.



UCL Eastman Dental Institute 
256 Gray’s Inn Road
London
WC1X 8LD

www.ucl.ac.uk/eastman 
@ucleastm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