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连大学医学院导师简介

姓 名 韩立赤 出生年月 1970 年 10 月

招生专业 口腔医学

电 话 0411-87402055

电子邮箱 hanlichi@dlu.edu.cn

个人简介：韩立赤，女，口腔临床医学博士，副教授。曾获教育部科技

进步奖 1项，省自然科学学术奖 2项及大连市科学成果奖、科学技术奖励 4
项等奖励，获大连市高端人才称号。近五年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发表论文 40，其中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

论文 25 篇，包括 SCI 论文 2 篇，核心期刊论文 5 篇。现任辽宁省口

腔医学会正畸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大连市医学会整形与美容专科分会

副主任委员、大连市口腔专科分会委员等社会兼职。

主要研究领域：1.口腔正畸学；2.口腔基础医学

教育及研究工作经历：

2005.7-至今 大连大学 医学院口腔系 副教授

2016.11-2017.12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访问学者

2000.9-2005.6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口腔临床医学 硕/博研究生

1988.9-1993.6 大连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专业 本科生

近五年参与主要科研项目：

1.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指导计划项目：Angiopoietin-Tie2 信号通路在

正畸牙移动组织改建中的作用，2018.07-2020.07
2.大连市科学技术局：血管生成素 ANGPT2在腹主动脉瘤发展和破裂

中的作用和调控机制，2019.01-2021.01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

1. Dopamine suppresses osteoclast differentiation via cAMP/PKA/CREB
pathway. Cellular Signalling. 2021,78.共同第一作者

2. 骨性Ⅲ类错牙合正畸-正颌治疗牙槽去代偿的研究进展.大连医科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8986568


4.大连市科学技术局计划项目，2011E14SF096，“多肽复合微型支抗

种植体在错合畸形矫治中稳定性的研究”，2011-2012，结题，课题

主要参加者 第三位

5.大连市科技局科技计划课题，2008E13SF187，“微种植支抗矫正磨

牙向远中的临床研究 ， 2008-2010，结题，课题主要参加者

第三位

著作：

临床五官科疾病诊疗[M].中国纺织出版社.2020. 第三主编

发表的代表性论文：

1.Mg-based absorbable membrane for guided bone regeneration(GBR):
a pilot study[J].Rare Metals,2019,38(06):577-587.(SCI) 第一作者

2.Effect of copper content on the corrosion behaviors and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of binary Mg–Cu alloys[J]. Materials Technology,2018,33(2):
145-152.(SCI) 第一作者

3.Integrative analysis of DNA methylation data and transcriptome data
identified a DNA methylation-dysregulated four-lncRNA signature for
predicting prognosis in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J].Fr
ontiers in Cell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2021,9:781.(SCI) 第二作者

4.Charge-reversal nanomedicine based on black phosphor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Novel photothermal therapy of oral cancer[J].Drug
Delivery,2021,28(1):700-708.(SCI) 第四作者

5.口腔种植修复治疗牙裂缺损的疗效观察及舒适度研究.中国现代药

物应用.2021.3.10 第 15 卷第 5 期 第 19 页 第一作者

6.引导骨组织再生技术在口腔颌面创伤后牙缺失伴骨缺损种植修复

中的临床应用效果分析.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21.3.25 第 15 卷第 6 期

第 18 页 第一作者

7.口腔种植修复在牙列缺损治疗中的应用及临床优势分析.中国医药

指南.2016.3 .20第 14卷第 8期 第 23页 第一作者

8.口腔种植修复失败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实用医药. 2015.10 第 10 卷

第 28 期第 98 页 第一作者

9.附着龈重建在口腔种植修复中的应用探究.中国实用医药.2015.9 第

10卷第 25期第 104页 第一作者



大连大学医学院导师简介

姓 名 刘明丽 出生年月 1975 年 5月

招生专业 口腔医学

电 话 0411-84651333

电子邮箱 liumingli0@163.com

个人简介：刘明丽，女，口腔修复学硕士，主任医师。获大连市科技

局优秀学术论三等奖二篇，主持大连市卫生局课题基于逆向工程技术

贴面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大连市口腔医院新技术项目两项，已完成结

题。第一作者国家级核心期刊论文 10 篇。现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

计算机专业委员会常委，辽宁省口腔医学会数字化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

主要研究领域：1.口腔修复与种植修复，2.口腔数字化技术与研究

教育及研究工作经历：

2015.9—现在 大连市口腔医院 修复专业 主任医师

2010.9-2015.9 大连市口腔医院 修复专业 副主任医师

2001.10-2004.7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修复专业 硕士研究生

1993.9-1998.7 大连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专业 本科生

近五年主持承担主要科研项目：

1 数字化导板在种植修复中的应用 大连市口腔医院新技术项目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

1 下颌后牙区“香肠技术”植骨后颊侧角化龈宽度的临床观察.
《中国实用口腔科杂志》2022.2 第二作者

2“香肠技术”在下后牙区水平向骨增量中的临床疗效分析.《口

腔医学研究》2021.12 第二作者

3 指导毕业三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题目方向：（1）下颌后牙

区骨量不足胶原膜联合自体骨-异种骨骨增量的临床研究（2021



郭倩文），（2）无牙颌开口与闭口式印模三维形态差异分析（2019
黎小桐），（3）GBR 技术联合微钛支架在水平骨量不足种植病

例中的应用（2018 王金玲）



大连大学医学院导师简介

姓 名 杜启涛 出生年月 1971年 9 月

招生专业 口腔医学

电 话 0411-84651372

电子邮箱 Qitaodu@hotmail.com

个人简介：杜启涛，男，口腔医学硕士，副教授、主任医师。曾获大

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近五年主持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 1项，。

发表论文核心期刊论文 10 篇。现任辽宁省口腔医学会理事；辽宁省

口腔医学会口腔生物与病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

口腔病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专业委员

会委员；大连大学口腔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1.牙体牙髓病学；2.口腔病理学

教育及研究工作经历：

2021.4—现在 大连市口腔医院 科教科科长 副教授、主任医师

1999.7-2021.3 大连市口腔医院 医师、主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

师 科室主任 教学科科长 大连医科大学副教授

1996.9-1999.7 佳木斯大学医学院 口腔临床医学 硕士研究生

1991.9-1996.7 佳木斯医学院 口腔医学专业 本科生

近五年主持承担主要科研项目：

1. 选择性根管再治疗术在磨牙根管治疗后疾病的临床应用与实验研

究，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指导项目，项目编号 2019-ZD-0878，资金

5 万元。

2.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

1.iRoot SP 配合不同根管充填方法在牙体牙髓病治疗中的应用.临床

口腔医学杂志.2021,37(07):430-433.通讯作者。



2.根管填充环氧树脂类糊剂治疗成人牙髓病及根尖周炎的疗效研究

川北医学院学报 2019 年 2 月第 34 卷，第 1 期 65-67 通讯作者

3.选择性根管再治疗在磨牙中的应用 1 例病例报告及 6 年回访 全科

口腔医学杂志 2018 年 10 月第 5 卷 28 期 91-93 通讯作者



大连大学医学院导师简介

姓 名 刘洋 出生年月 1972 年 3月

招生专业 口腔医学

电 话 15524835176

电子邮箱 Liuyang913015@163.com

个人简介：刘洋，主任医师，修复工艺科主任，博士，硕士研究生导

师，口腔修复专业，擅长牙周病修复治疗、颌面缺损赝复治疗、种植

修复，负责大连市卫计委科研课题 2 项，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

目 1 项，主持大连市卫计委新技术应用 3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

权局实用新型专利 2 项，获大连市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三等奖各

1 项，专业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主要研究领域：1.疑难全口及可摘修复体制作；2.种植修复

教育及研究工作经历：

2006 年-现在 大连市口腔医院 修复工艺科 主任

2012 年- 现在 大连市口腔医院 修复科 主任医师

2015.1-2020.9 东北大学 口腔修复学 博士研究生

2000.9-2003.6 华西医科大学 口腔临床医学 硕士研究生

1991.9-1996.6 大连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 本科生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

1.Influence of location of osseointegrated implant on stress distribution in



implant supported longitudinal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s: 3-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Int J Clin Exp Med.2019;12.第一作者

2.不同临床设计的 ERA 附着体义齿修复下颌牙列游离端缺损的三维

有限元分析，实用口腔医学杂志，2017,33（1）95-99



大连大学医学院导师简介

姓 名 姜洪涛 出生年月 1979 年 5 月

招生专业 口腔医学

电 话 18104087441

电子邮箱 jjhhtt521@sina.com

个人简介：姜洪涛，男，大连市口腔医院正畸科副主任医师。近五年

主持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科学基金 2 项，发表论文 14 篇，其中第

一作者及通讯作者论文 10 篇，包括 SCI 论文 1篇，核心期刊论文 9
篇。现任中国美容整形协会牙颌面分会理事，辽宁省正畸专业委员会

委员，辽宁省口腔美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世界正畸联盟（WFO）会员。

主要研究领域：错合畸形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教育及研究工作经历：

2021.12-现在 大连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2020.8-现在 大连医科大学副教授

2020.4-现在 日本东北大学访问学者

2018.4-现在 大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2016.9-现在 大连市口腔医院 副主任医师

2011.9-2016.9 大连市口腔医院 主治医师

2005.9-2008.6 中国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

1999.9-2004.6 锦州医学院 口腔医学专业 本科生

近五年主持承担主要科研项目：

1.“miR-218-5p 促进正畸大鼠牙槽骨改建的分子机制研究”时间：

2020.1-至今，10 万元

2.“种植体高效整体远移上牙列的植入部位研究”时间：

2016.10-2018.10，4 万元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

1.The miR-155-5p inhibits osteoclast differentiation through targeting
CXCR2 in orthodontic root resorption.JOURNAL OF PERIODONTAL
RESEARCH.2021,56;761-773 第一作者

2.种植钉配合Ⅱ类牵引矫治成人安氏Ⅱ类 2 分类软硬组织变化分析.

大连医科大学学报.2020,42(5);419-425 第一作者

3.不同部位植入种植钉远中移动上颌牙列的临床效果研究.中国实用

口腔科杂志.2018,11;684-689 第一作者



大连大学医学院导师简介

姓 名 李阳 出生年月 1980 年 1月

招生专业 口腔医学

电 话 0411-84651405

电子邮箱 liyangkq@163.com

个人简介：

李阳，男，口腔颌面外科医学博士在读，副教授，颌面外科病房副主

任，近 5年来主持辽宁省科学技术基金一项，大连市医学科研项目一

项。以第一作者在国家级及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现任中华口

腔医学会颞下颌关节及颌学专委会青年委员，辽宁省口腔医学会口腔

颌面外科专委会委员，辽宁省口腔医学会颞下颌关节及颌学专委会委

员，辽宁省细胞生物学 MDT 专委会常务理事，大连市医学会整形与

美容专委会委员，大连医科大学兼职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1.正颌外科；2.数字化外科；3.人工智能

教育及研究工作经历：

2021.09-现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博士在读

2006.7—现在 大连市口腔医院 口腔颌面外科副主任（2019）

2003.9-2006.7 中国医科大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 硕士研究生

1998.9-2003.7 中国医科大学 口腔临床医学 本科生

近五年主持承担主要科研项目：

1. 辽宁省科技厅, 辽宁省科学技术基金-面上项目：骨支持式数

字化导板在牙颌面畸形治疗中的临床研究及应用, 2018-12 至

2021-12, 5 万元, 主持

2. 2.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大连市医学科研项目,： 3D 数字



化塑性导板在游离腓骨肌皮瓣修复下颌骨缺损治疗中的临床研究,

2017-08 至 2019-08, 2 万元, 主持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

1.李阳. 牵引成骨技术在面部复杂畸形中的应用. 中国美容整形外科杂志， 2019.30（4）：

101-104（第一作者）

2.李阳.数字化导板在血管化腓骨肌皮瓣修复下颌骨缺损中的临床应用研究.中国实用口腔科

杂志，2019，12（12）：735-738（第一作者）



大连大学医学院导师简介

姓 名 刘帆 出生年月 1982 年 8月

招生专业 口腔医学

电 话 0411-84651374

电子邮箱 Liufan_82831@163.com

个人简介：刘帆，男，口腔正畸学硕士，副主任医师。近五年获得大

连市卫健委局课题 1 项。发表论文 10 篇，其中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

论文 6 篇。全国正畸青年医师 10 强，日本东北大学访问学者。现任

辽宁省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口腔美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社

会兼职。

主要研究领域：1.牙齿移动；2.骨性 II 类患者正畸治疗

教育及研究工作经历：

2019.12—现在 大连市口腔医院 副科长 副主任医师（2018）

2010.7-2019.11 大连市口腔医院 正畸科 医生

2007.9-2010.6 中国医科大学 口腔临床专业 硕士研究生

2001.9-2006.7 大连大学 口腔医学专业 本科生

近五年主持承担主要科研项目：

1.大连市卫健委课题： X 线头影测量分析不同错颌畸形患者磨牙、

牙合平面结构特征，2018.7-2020.7 2万元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

1.正畸微种植体支抗用于安氏Ⅱ类 1分类错牙合畸形治疗中的效果观

察.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22,16(03) 第一作者

2.不同垂直骨面型成人骨性Ⅲ类错（牙合）（牙合）平面倾斜度分析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21,15(23). 第一作者



3.三维打印数字化无牙颌个别托盘在义齿修复中的临床应用体会

.中国实用医药. 2021,16(23).第一作者

4.酪蛋白磷酸肽-无定形磷酸钙对正畸术后釉质再矿化的效果评价.上

海口腔医学. 2018,27(04).第二作者



大连大学医学院导师简介

姓 名 曲晓复 出生年月 1972 年 8月

招生专业 口腔医学

电 话 0411-84651440

电子邮箱 dlkq305@aliyun.com

个人简介：曲晓复，男，口腔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曾获辽宁省医学

科技三等奖 1项、大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科技进步三等奖项等

奖励。近五年主持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指导计划项目 1 项。发表论文

10 余篇，其中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论文 8 篇，包括 SCI 论文 1 篇，

核心期刊论文 6 篇。现任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疗服务分会常委、牙

体牙髓专委会委员、口腔材料专委会委员、辽宁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

事、牙体牙髓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口腔材料和修复工艺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大连市医学会口腔专科分会委员、大连市医师协会理事等社会

兼职。

主要研究领域：1.口腔内科学；2.口腔材料学

教育及研究工作经历：

2021.4—现在 大连市口腔医院 副院长

1996.7-2021.4 大连市口腔医院 医师 主治医师 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2010.7-2014.3 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齿学研究科 访问学者

博士研究生

2006.9-2009.6 大连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硕士研究生

1991.9-1996.6 大连医科大学口腔专业 本科生

近五年主持承担主要科研项目：

1.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指导计划项目：口腔材料摩擦性能研究，

2019.12-2022.12，5 万元



近五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