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分便函[2018]101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 

关于实施“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项目的通知 

 

各妇幼保健院及相关单位： 

我国妇女乳腺癌的发病率、死亡率均呈逐渐升高的趋势，严重威

胁着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突显出乳腺癌筛查和早诊早治的重要性。

为了规范和推动乳腺癌筛查工作，培养乳腺癌筛查与防治人才，提高

乳腺癌筛查的质量和乳腺癌诊治的效果，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决定实施

“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项目。 

本项目将在三年内，在全国范围内评选 50家左右的“乳腺癌筛

查与防治培训基地”项目单位，负责一定区域内乳腺癌筛查与防治的

培训工作。中国妇幼保健协会责成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具体负责“乳

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项目的评审及管理等工作。 

请有意承担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的单位积极组织申报。请申报

单位自行到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网站下载并填写“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

训基地申报表”，并按要求提交申报表。 

2018～2019年度评选申报截止日期：2018年 12月 31日。                                   

申报表邮寄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53号 8层海淀妇幼保健

院乳腺病防治中心，邮编：100080。 

联系人：陈 思，手机：18618422285，邮箱：chensi1985@163.com。 

        丁松涛，手机：13811727745。 

附件一  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管理办法。 

附件二  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项目领导小组及评审专家

委员会。 

附件三  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申报表。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中 国 妇 幼 保 健 协 会 

mailto:chensi1985@163.com


附件一  

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管理办法 

一、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的基本条件 

1.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以下简称“培训基地”）主要在省、地市级

妇幼保健机构选拔，适当考虑其他三级医疗保健机构。 

2.需有较完备的乳腺癌筛查与防治人才梯队，学科带头人应具有副高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或中级职称但硕士及以上学历。 

3.本单位至少有 3～5 名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乳腺外科医师，至少有 2 名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能进行乳腺超声和乳腺 X光诊断的影像专业医师。 

4.有病理科及相应的设备和专业技术人员。 

5.有高频乳腺彩超、全数字乳腺 X 光机（DR），乳管镜，乳腺活检等先进设

备。 

6.有独立的乳腺门诊和乳腺病房。 

7.专科成立 5年以上，有 3年及以上乳腺癌筛查的经历，每年完成乳腺癌筛

查 3000 人次以上，每年门诊量 10000 人次以上。 

8.乳腺超声及乳腺 X光检查采用 BI-RADS分类。 

9.能完成各种乳腺活检，能完成乳腺良性疾病治疗及乳腺癌手术治疗，能进

行乳腺癌化疗、内分泌治疗及靶向治疗等。 

10.近 5年在专业期刊发表 5篇以上论文。 

11. 举办过地市级及以上专业学术会议或承担过省级及以上医学继续教育

项目。 

二、“培训基地”教师基本条件 

1.系“培训基地”单位推荐，医德高尚，热心教学，同行专家评议达到相应

的专业技术水平。 

2.乳腺临床教师应具有 5 年以上从事本专业经历，从事乳腺癌筛查工作 3

年以上，累计乳腺癌筛查 3000 例以上，乳腺活检 300 例以上，诊治乳腺癌 100

例以上。 

3.乳腺超声、乳腺 X线专业教师需连续从事本专业工作 5年以上。乳腺超声



医生每年乳腺检查量不少于 500例，乳腺 X线医生每年阅片量不少于 300例。 

4.病理专业教师需从事本专业工作 10 年以上，每年独立完成乳腺活检及手

术病理诊断不应少于 200例。 

5.具有一定的临床教学经验。 

三、有意成为“培训基地”的单位需提供书面申报材料，由中国妇幼保健协

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择优选用并授牌。 

四、培训对象、培训人数及培训周期 

培训对象为正在或准备承担本地区乳腺癌筛查或国家农村乳腺癌筛查任务

的基层医疗保健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临床医师（含全科医师、外科医师或

妇科医师等）、超声诊断医师、乳腺 X 光检查技师（士）及诊断医师、以及乳腺

癌筛查管理人员。 

每个培训基地每期培训人数不少于 10 人左右，每年至少培训 5 期。即每年

培训人数 50人以上。 

培训周期：每期 1个月。 

五、培训方式与培训计划 

1.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方式。 

2.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每年对培训基地的教师进行培训，主要讲授标准课件，

培训方式和培训要求等，培训结束，需对接受培训的教师进行考核。 

3.“培训基地”正式培训前对学员进行理论及操作技能测试。 

4.培训教材：以王颀、吴久玲主编的“农村妇女乳腺癌筛查培训教材”和 CSCO、

NCCN 等乳腺癌诊治指南为蓝本，参照标准课件制作本单位相应的培训 PPT 课件

和培训规范。应参照本基地管理办法，制定各自基地的工作制度和管理办法。 

5.培训时间安排 

基本理论知识（包括乳腺癌流行病学知识、乳腺癌筛查基本知识、乳腺临床

检查、乳腺超声原理及 BI-RADS分类、乳腺 X光检查及 BI-RADS分类、乳腺活检

方法、乳腺病理基本知识、乳腺癌规范治疗基本知识等）授课：1周。 

专业实践教学：3 周。其中学员实际操作要求：乳腺临床检查 300 例以上，

乳腺超声检查 500 例以上，乳腺 X光阅片 300例以上。熟悉乳腺癌治疗的基本规

范。 



6.“培训基地”可聘请院外专家对学员进行短期理论与实践培训。 

7. 培训结束，经理论及实践考核合格者，发给学员培训证书。 

8. “培训基地”应按照培训方案和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对学员的培训

和考核任务。 

六、对学员的管理 

1.学员需按时报到，服从“培训基地”的管理，不得无故迟到、早退。 

2.学员需填写“学员日志表”，每天填写学习内容及学习体会。 

3.学员需根据“培训基地”的安排，参加理论课学习和实践操作培训。 

4.学员需遵守“培训基地”的管理制度，注意防范医患纠纷。 

5.学员需爱护“培训基地”的公共财物。 

6.学员需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操作，不得单独操作， 

7.学员要对“培训基地”的工作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 

七、“培训基地”的督导与考核 

1.“培训基地”统一接受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的督导和考

核。 

2. 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培训基地”的申报单位进行评审，经

择优选用的单位授予“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匾牌，可以承担培训工作。 

3.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每年对“培训基地”进行督导、考核一次。 

4.考核内容包括： 

对学员的管理，培训设施的完好程度，培训记录，对学员培训前后的考核，

学员对“培训基地”的满意度调查等。 

5.对培训工作成绩突出的“培训基地”予以表彰，对考核不合格的“培训基

地”提出整改意见，再次考核仍不合格，取消“培训基地”资格。 

八、“培训基地”需建立远程会诊系统，负责培训结束后对受训学员单位的

远程会诊及远程教学。 

九、“培训基地”需以本管理办法为蓝本，制定各自基地的工作制度、管理

办法及考核指标 

十、“培训基地”每年需及时完成工作总结，并及时报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 

十一、本管理办法的解释权归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 



附件二 

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项目领导小组及评审专家委员会 

一、领导小组 

组  长：宫露霞 

副组长：吴久玲  马祥君  金  磊   王锡萍 

成  员：赵艳霞  马  兰  朱彩霞  何湘萍 

秘  书：何湘萍（兼）  

办公室：设在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继续教育部。 

领导小组职责： 

    1.负责与爱心企业的联络工作。 

    2.负责与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工作。 

    3.负责监督专家委员会的工作。 

    4.负责宣传工作。 

    5.其它相关工作。  

二、技术指导专家委员会 

主  任：王 颀  

副主任：王 水  马祥君  

成  员： 王 颀  王 水 马祥君 冯爱强 马秀芬 刘晓安 薛明兴 张

安秦  宁 平 黄晓曦 吴克瑾   

         于得利  龙景培  郭巨江  王恩礼 马宏民  杨清峰  王 

兰  肖祎玮  栗河舟 邓 晶  

         张宏伟  张 嫣  赵 鑫  蒋燕妮  郜红艺  王 聪  施 全 



秘  书：连臻强  高海凤  周文斌 

专家委员会职责： 

1.负责“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的评审工作。 

2.负责对“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的督导检查工作。 

3.参与制定国家乳腺癌筛查技术规范和优化方案。 

4.负责对“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的培训和技术指导工

作。. 

5.乳腺保健专业委员会安排的其它工作。 

 

 

 

 

 

 

 

 

 

 

 

 

 

  



附件三 

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申请表 

1.申请单位名称： 

2. 培训基地负责人：    

姓名：        职称/职务：              电话：  

邮箱：                   签字：              

联系人姓名：        职称/职务：        电话：          

地址：                           邮编：         

邮箱： 

 

3.申请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1）乳腺临床专业负责人或学科带头人 

姓名：         学历：          技术职称：         电话： 

乳腺临床专业技术团队： 

高级职称： 人， 中级职称：  人； 硕士及以上学历：  人，本科学历：   人。 

（2）乳腺超声专业负责人或学科带头人 

姓名：         学历：          技术职称：         电话： 

乳腺超声专业技术团队： 

高级职称：  人， 中级职称： 人； 硕士及以上学历：  人，本科学历：   人。 

（3）乳腺 X光专业负责人或学科带头人 

姓名：         学历：          技术职称：         电话： 

乳腺 X 光专业技术团队： 

高级职称：  人， 中级职称： 人； 硕士及以上学历：  人，本科学历：   人。 

（4）乳腺病理专业负责人或学科带头人 

姓名：         学历：          技术职称：         电话： 

乳腺病理专业技术团队： 



高级职称： 人， 中级职称： 人； 硕士及以上学历：  人，本科学历：   人。 

4.申请单位硬件情况（可多选，在项目后面□内划√） 

（1）乳腺专科具有     门诊□     病房□ 

（2）设备情况   乳腺彩超（7.5Hmz 及以上）□     全数字乳腺 X 光机（DR）

□ 

                乳管镜□    空芯针活检针□      微创旋切活检设备□   

                前哨淋巴结荧光活检设备□ 

5.乳腺专业已开展业务情况（可多选，在项目后面□内划√） 

     乳腺空芯针活检□     乳腺微创旋切活检□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     

乳腺癌保乳手术□    乳腺癌术后成型手术□  前哨淋巴结活检术□   

乳腺癌化疗□          乳腺癌内分泌治疗□      乳腺癌靶向治疗□   

非哺乳期乳腺炎治疗□    哺乳期乳腺脓肿微创治疗□    

6.病理科已开展业务情况（可多选，在项目后面□内划√） 

术中快速冰冻病理诊断□   常规石蜡病理诊断□   免疫组化检测□   

FISH 检测□ 

7.年业务量 

门诊： 人次，乳腺癌筛查：  人次，乳腺癌检出率：  /10 万，住院：   人次， 

手术：    人次。 

乳腺超声检查：       人次，乳腺 X 光检查：     人次，乳腺活检:     人次。 

乳腺病理诊断：       人次。 

8.乳腺超声及乳腺 X 光检查采用 BI-RADS 分类： 是□     否□ 

9.已举办学术会议及举办乳腺癌筛查培训班情况（可多选，在项目后

面□内划√） 

举办国家级学术会议□  举办省级学术会议□   举办地市级学术会议□ 

举办国家级乳腺癌筛查培训班□  举办省级乳腺癌筛查培训班□    

举办地市级乳腺癌筛查培训班□ 

10.近 5 年在专业期刊已发表 5 篇及以上论文：  是□    否□ 



 

 

11.申报单位意见及承诺 

     申报单位意见：                  院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承诺：本单位承诺将督促乳腺癌筛查及防治相关学科，遵照“乳

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管理办法”的要求，认真履行培训职责，按时、保质保

量完成培训任务，及时上报培训总结。 

 

                                   申报单位：                       

（章） 

 

                                                    年     月     日 

 

12. 乳腺癌筛查与防治培训基地评审委员会意见： 

 

 

                                         

评审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13.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意见：   

 

                                    

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