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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講 演
１．生殖医療の歩みと当リプロダクションセンターの実際

吉田丈児 教授（東京歯科大学市川総合病院リプロダクションセンター産婦人科）………２４９
２．泌尿器科治療：キーワードは低侵襲

中川 健 教授（東京歯科大学市川総合病院泌尿器科） ……………………………………２５０
３．薬理学講座の今後の展開

笠原正貴 教授（東京歯科大学薬理学講座） …………………………………………………２５１
４．歯周組織の構造と機能

橋本貞充 教授（東京歯科大学生物学研究室） ………………………………………………２５２

学長奨励研究賞受賞講演
１．象牙芽細胞におけるアルカリ刺激受容機構：反応性象牙質形成機構の解明

木村麻記 助教（東京歯科大学生理学講座） …………………………………………………２５３
２．FGF-２局所応用が糖尿病状態の歯周組織再生に及ぼす効果
－糖尿病ラットモデルを用いた検討－

備前島崇浩 助教（東京歯科大学千葉病院） …………………………………………………２５４

口 演
１．コンポジットレジン系材料と牛歯エナメル質の摩耗特性

○田中健介１），染屋智子１），笠原正彰１），原田麗乃１），木下英明１），武本真治２），大山貴司１），
吉成正雄３），服部雅之１）（東歯大・理工）１）（岩手医大・医療工学）２）

（東歯大・口科研）３） ……………………………………………………………………………２５５
２．支台築造用ポストの維持力に及ぼす接着性レジンセメントの接着強さ

○染屋智子１），武本真治２），笠原正彰１），原田麗乃１），木下英明１），服部雅之１）

（東歯大・理工）１）（岩手医大・医療工学）２） …………………………………………………２５５
３．鋳造およびCAD/CAMで製作したクラスプの形状再現性の精度検証

○加藤芳実，田坂彰規，山下秀一郎（東歯大・パーシャルデンチャー補綴） ……………２５６
４．ラット三叉神経節細胞における P２X７受容体の機能検索

○井上博之１），黒田英孝１），一岡理華１），木村麻記２），佐藤正樹３），澁川義幸２），田﨑雅和２），
一戸達也１）（東歯大・歯麻）１）（東歯大・生理）２）（東歯大・生物）３） ………………………２５６

５．咀嚼運動が唾液と皮膚の分泌型免疫グロブリンAおよびヒト β-ディフェンシン２発現量に及ぼす影響
○石田晃裕，和田 健，上田貴之，櫻井 薫（東歯大・老年補綴） ………………………２５７

６．“筋・腱・骨：機能的複合体”発生過程における Sox９の局在に関する免疫組織化学的検索

―――学会講演抄録―――

第３０３回 東 京歯科大学学会（例会）
平成２９年６月３日（土）

東京歯科大学水道橋校舎新館 第１，２講義室
第３実習講義室，８Ｆラウン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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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倉遼太郎１），山本将仁１），北村 啓２），山本 仁２），阿部伸一１）（東歯大・解剖）１）

（東歯大・組織発生）２） …………………………………………………………………………２５７
７．Effect of substrate topography on osteogenic potential of mouse iPS-cell derived embryoid bodies out growing
cells

○Akram Al-Wahabi１）２），Tungalag Ser-Od２），Kei Nakajima１）２），Yoshihiko Akashi１），
Masami Sumi１），Kenichi Matsuzaka１）２），Takashi Inoue１）２）（東歯大・臨検病理）１）

（東歯大・口科研）２） ……………………………………………………………………………２５８
８．Effect of EDTA-treated dentin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ouse iPS cells into osteogenic/ odontogenic lineage
in vitro and in vivo

○Tungalag Ser-Od１），Akram Al-Wahabi２），Yoshihiko Akashi２），Masami Sumi２），
Kenji Inoue１），Kei Nakajima１）２），Kenichi Matsuzaka１）２），Takashi Inoue１）２），
Toshifumi Azuma１）３）（東歯大・口科研）１）（東歯大・臨検病理）２）（東歯大・生化）３）……２５８

９．Fluvastatin-loaded atelocollagen/gelatin sponge promotes bone regeneration in calvarial bone defects
○Longqiang Yang１）２），Koji Tanabe２）３），Tadashi Miura２），Masao Yoshinari２），
Shinji Takemoto４），Seikou Shintani１），Masataka Kasahara３）（東歯大・小児歯）１）

（東歯大・口科研）２）（東歯大・薬理）３）（岩手医大・医療工学）４） …………………………２５９
１０．エナメルマトリックスタンパク質とアテロコラーゲンスポンジの併用がマウス iPS 細胞の骨芽細胞分化に及ぼす

影響
○久永幸乃１），鈴木瑛一１），青木栄人１），佐藤正敬１），齋藤 淳１）２），東 俊文２）３）

（東歯大・歯周）１）（東歯大・口科研）２）（東歯大・生化）３） …………………………………２５９
１１．wnt シグナル経路とFGF８の相互作用による象牙芽細胞分化機序の検討

○木村基善１），東 俊文２），新谷誠康１）（東歯大・小児歯）１）（東歯大・生化）２） ……………２６０
１２．マイクロアレイ法を用いたインプラント周囲結合組織の特異的遺伝子の解析

○小林孝誌１）２），佐々木穂高１）２），守 源太郎１）２），真壁 康１），吉成正雄２），矢島安朝１）

（東歯大・口腔インプラント）１）（東歯大・口科研）２） ………………………………………２６０
１３．ヒトリンパ腫モデルマウスの作製

○橋本菜央１），髙橋由子１），山田玲菜１），山本 圭１），徳山彰秀１），明石良彦２），鷲見正美２），
中島 啓２）３），國分克寿２）３），村上 聡２）３），松坂賢一２）３），井上 孝２）３）

（東歯大・学生（第５学年））１）（東歯大・臨検病理）２）（東歯大・口科研）３）………………２６１
１４．臼後部に発生した腫瘤を腺様嚢胞癌と診断した一例

○中島 啓１），矢野 尚１），明石良彦１），鷲見正美１），國分克寿１），橋本和彦２），関根理予３），
柴原孝彦３），松坂賢一１），橋本貞充４），井上 孝１）（東歯大・臨検病理）１）

（東歯大・市病・臨検）２）（東歯大・口腔顎顔面外科）３）（東歯大・生物）４） ………………２６１
１５．口腔悪性腫瘍手術後の輪状甲状膜穿刺による予防的気道確保の検討

○小鹿恭太郎，平田淳司，岡田玲奈，吉野華菜，荻原知美，伊東真吾，小薗祐紀，
印南靖志，大内貴志，小板橋俊哉（東歯大・市病・麻酔科） ……………………………２６２

１６．東京歯科大学千葉病院における過去６年間の入院手術症例の臨床的検討
○益田 遼，奥平貴人，左 右，岩本昌士，森川貴迪，成田真人，髙木多加志，柴原孝彦
（東歯大・千病・口腔外科）……………………………………………………………………２６２

１７．東京歯科大学口腔がんセンターにおける患者動向 －１０年間の臨床的検討－
○関川翔一１），小坂井絢子１），齋藤寛一２），大金 覚２），髙野正行１）２），野村武史２）３），
片倉 朗２）４），柴原孝彦１）２），髙野伸夫２）（東歯大・口腔顎顔面外科）１）

（東歯大・口腔がんセンター）２）（東歯大・オーラルメディシン口外）３）

（東歯大・口腔病態外科）４） ……………………………………………………………………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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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説
１８．筋皮神経の走行形態が上腕二頭筋と上腕筋の形態形成に及ぼす影響

○矢島 麗１），山本将仁２），小髙研人２），松永 智２），阿部伸一２）（東歯大・語学）１）

（東歯大・解剖）２） ………………………………………………………………………………２６４
１９．マウス系統による蝶形骨翼状突起の形態形成の差異について

○高田博雅１），山本将仁１），廣内英智１），奈良倫之１），小髙研人１），松永 智１），北村 啓２），
山本 仁２），阿部伸一１）（東歯大・解剖）１）（東歯大・組織発生）２）…………………………２６４

２０．重症乳児型低ホスファターゼ症モデルマウスに対する酵素補充遺伝子治療の顎骨・歯への治療効果
○池上 良１），高橋有希２）３），佐藤 亨１），笠原正貴２），村松 敬４），岡田尚巳３）

（東歯大・クラウンブリッジ補綴）１）（東歯大・薬理）２）（日本医大・分子遺伝学）３）

（東歯大・修復）４） ………………………………………………………………………………２６５
２１．非齲蝕性歯頸部硬組織欠損（NCCL）を有するヒト小臼歯のマイクロCT解析

○半場秀典１），中村圭喜１），石塚久子１），古澤成博２），村松 敬１）（東歯大・修復）１）

（東歯大・歯内）２） ………………………………………………………………………………２６５
２２．S-PRGフィラー含有ペーストのエナメル質脱灰抑制効果

○中村圭喜，半場秀典，石塚久子，村松 敬（東歯大・修復） ……………………………２６６
２３．プロビジョナル用ビスアクリル系歯冠補綴材料の物理学的性質

○野本俊太郎１）２），佐藤 亨１），Yuwei Fan２），Dan Nathanson２）

（東歯大・クラウンブリッジ補綴）１）

（Boston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Restorative Sciences and Biomaterials）２） ………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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