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优 生 优 育 协 会 

 

关于举办“2021 年乳腺健康管理师 

第一期培训营（上海站）”的通知 
 

各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及母婴服务机构： 

乳腺健康在女性成长中是不容忽视的一件大事，胎儿发育、产后幼

儿哺育、乳汁分泌及内分泌调节等，都离不开乳腺的作用。近年来，全

球每年有 120 万名妇女被确诊为乳腺癌,约 50 万名妇女死于该疾病，其

中我国死于该疾病的妇女每年达 4 万名。为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妇女

乳腺健康，推出许多重要举措。 

为贯彻《健康中国 2030》战略，有效解决我国目前乳腺健康专业管

理人才匮乏、行业服务标准不够规范问题，从培养乳腺健康专业管理人

才入手，推动妇女健康事业发展，并为更多女性提供创业就业空间，中

国优生优育协会定于 2021 年 10 月 15日至 10 月 17 日，举办“2021 年乳

腺健康管理师第一期培训营（上海站）"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

挥行业企业合作优势，鼓励建立新型公共培训实训基地总体要求，采用

新型技术人才与技能人才融合贯通式培养方式，为乳腺健康相关机构从

业人员提供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等培训课程，以满足乳腺健康管理行业

的高职业技能人才需求。通过培训学习，加大基层医务工作者对乳腺健

康管理的关注度，提升对乳腺健康管理的理论认知及实操技能掌握，促

进乳腺健康管理行业迅速全面发展。 

 

 



一、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优生优育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优生优育协会母婴产业工作委员会 

中国优生优育协会乳腺健康与母乳喂养专业委员会 

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上海市浦东医院） 

华夏转化医学研究院 

二、参训对象： 

本期课程主要面向乳腺外科、中医乳腺科、中医科、妇产科、康复科、

母乳喂养中心、哺乳门诊、中医保健科、乳腺专科医院/门诊等单位的医护

工作者，以及健康管理公司、体检中心、连锁体检机构、健康咨询中心、

康体中心、健康养生会所等相关人员。 

 

三、课程时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17日 （培训结束集中考试）。 

 

四、教学地点：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科研楼。 

 

五、授课方式：集中授课，包含理论结合真实案例分析及现场实践操作。 

 

六、培训证书：课程结束后，进行乳腺健康管理师业务考试，考试合格

者，由中国优生优育协会颁发培训合格证书，并在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官

网备案查询。 

  



七、课程纲要： 

培训大纲与 

考评安排 
理论知识 专业技能 

授课内容 

西医专业知识 

乳腺专业知识 

乳腺疾病分类 

激素水平与乳房关系 

中医专业知识 

中医经络与乳房关系 

中医体质辩证---乳腺 

中医五行 

营养学 

孕期营养分析与搭配 

哺乳期营养分析与搭配 

乳腺炎营养分析与搭配 

增生营养分析与搭配 

中医按摩 

中医按摩手法解析 

哺乳期乳房问题解决方法 

非哺乳期乳房问题解决方法 

喂养方式 

厌奶期调整方法 

乳头矫正喂养方法 

混合喂养指导 

纯母乳喂养 

阶段性护理方法指导 

孕晚期、产褥期、哺乳期的日常

护理 

授课时间 

第一天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3:00-18:00 

晚间 19:00-21:00 

第二天 

上午 09:00-12:00  

下午 13:00-18:00 

晚间 19:00-21:00 

第三天 

上午 09:00-12:00 

考评方式 
第三天   下午 13:00-16:00     

本培训考评采取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方式 

 

八、课程费用：首期培训费 3998 元/人 

培训费用包括培训费、教材资料费、场地费、专家费、考试费等。 



九、报名材料： 

本人身份证、学历证书（资格证）复印件各一张、2 张 1 寸免冠蓝底彩色

证件照片。 

十、联系方式 

 电  话：13321145682/010-56225001 

 邮  箱：2182820864@qq.com 

 联系人：张老师 

  

十一、报名缴费： 

      

附件 

 附件一：中国优生优育协会职业技能培训报名表、回执表 

 附件二：交通路线图       

 

 

                                      

                 中国优生优育协会 

                                2021 年 9 月 15 日 

 



附件一： 

《乳腺健康管理师》培训报名表 

 

如您确认并已经了解项目内容，请填写项目申请表并签字确认。此

表信息对外保密，请您完整、详细填写（复印有效）。 

单位名称  发票抬头  

邮寄地址（用于邮寄证书）：  

联系人  座机  手机号  

微信号 
 

电子邮箱 
 

母婴产业工作委员会会员单位 □是      □否 

培训费用缴纳账户： 

 

开 户 行： 

帐    号： 

开发票信息： 

统一信用代码： 

地址、电话： 

开户行、账号： 

参加人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证件号 电话 邮箱 

      

      

      

      

      



备注： 1.请通过电子邮件将报名表发送至工委会（E-mail:2182820864@qq.com） 

2.工委会保留课程日程和内容的变更权利，并将通过 E-mail 或电话通

知您。 

  

所在单位类别： 

□公立医院 

□民营医院   

□健康机构 

□个    人 

级别或规模（医院等级或机构的在编人数）： 

月门诊量或注册资本（万）：  

2020 年营业额（万）：  

所在科室或业务定位：  

希望从培训中获得什么帮助：  



 

中国优生优育协会 

（乳腺健康管理师）职业技能培训回执表 

<上海浦东 2021  >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证书邮寄地址 

（详细）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通讯地址  电    话  

电子邮件  手    机  

发票抬头/税号  

备注：回执表发送至 2182820864@qq.com 的邮箱，请加微信号 HXYX-RX 与赵

主任联系，获取学员录取通知书。 

 

 

 

 

 

 

 



附件二： 

交通路线图 

 
1、上海浦东机场： 

 第一条线路：2 号航站楼（到达）站乘机杨八线到南祝路拱极路站

下车步行 295 米，换乘拱极路南祝路（惠南地铁站）站迪士尼地

铁站方向至拱为路大川公路站下车步行 46米即到上海市浦东医院。 

 第二条线路：乘地铁 2 号线徐泾东方向至川沙站（1口）下车步行

356 米至川沙路翔川路站换乘浦东 55 路南汇汽车站（下客站）方

向至大川公路拱乐路（南汇中心医院）站步行 532 米即到达上海

市浦东医院。 

 

2、上海虹桥机场： 

乘地铁 2号线往浦东国际机场方向在龙阳路站下车步行 191 米，换乘

地铁 16 号线滴水湖方向至野生动物园站（2口）下车步行 100 米，换

乘浦东 59 路大川公路拱乐路站下车步行 354 米即到达上海市浦东医

院。 

 



3、上海火车站： 

上海火车站（2 口）乘地铁 4 号线宝山路方向在世纪大道站换乘地铁

2 号线浦东国际机场方向在龙阳路站下车，换乘地铁 16号线滴水湖方

向在野生动物园站下车步行 100 米在野生动物园地铁站乘浦东 59 路

在大川公路拱乐路（下客站）站下车步行 354米即到达上海市浦东医

院。 

 

4、上海虹桥火车站： 

乘地铁 2号线浦东国际机场方向在龙阳路站下车步行 191 米，换乘地

铁 16号线滴水湖方向在惠南站（1 口）下车步行 222 米，换乘拱极路

南祝路（惠南地铁站）站乘浦东 51 路迪士尼地铁站方向到拱为路大

川公路站下车，步行 46米即到达上海市浦东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