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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产后哺乳期乳导管内乳栓堵塞引发的哺乳期
急性乳腺炎的护理病例报告
范东盼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外二乳腺科，北京 100078）
摘要：目的

探讨哺乳期急性乳腺炎的预防以及形成后的护理。方法

法按摩排乳。发生哺乳期急性乳腺炎后，及时对症治疗和护理。结果
腺炎治愈。结论

饮食清淡易消化，保持心情舒畅，手
经过精心治疗及护理，哺乳期急性乳

有效预防及护理是治疗哺乳期急性乳腺炎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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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case report of a case of acute breast-feeding mastitis
caused by breast-feeding period after obstructed delivery
FAN Dongpan
（-Department of External Breast Cancer，Dongfang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prevention of acute mastitis during lactation and the nurs⁃
ing after its formation. Method the diet is light and easy to digest，keep the mood at ease，mas⁃
sage and drain the milk.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acute mastitis during lactation，prompt symptom⁃
atic treatment and care. As a result after careful treatment and care，acute mastitis during lacta⁃
tion was cured. In conclusion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care are the key to the treatment of acute
mastitis during lactation.
KEY WORDS：Pain；Breast carbuncle；Nursing
哺乳期急性乳腺炎是乳腺的急性化脓性感
染，是乳腺管内和周围结缔组织炎症，多发生于产
后哺乳期的妇女，尤其是初产妇更为多见。常发
生在生产后的第三或者是第四周多见。临床表现
主要为乳房局部变硬，皮温升高，有压痛、皮肤发
红等症状［1］。有时还可伴有畏寒、发热、寒战等全
身的菌血症的症状。通常患者可表现为腋窝淋巴
结的肿大，以及血常规提示白细胞以及中性粒细
胞比例增高。
本文探讨了一例哺乳期急性乳腺炎的预防以
及形成后的护理。方法：饮食清淡易消化，保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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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患者主诉左乳房胀痛难忍，拒触，触之剧痛，

同时伴有恶寒发热，口渴症状，自述焦虑。即测

T38. 5℃ ，BP120/80mmHg，P80 次/分 ，R18 次/
分，主诉一天前左乳胀痛难忍，未予处理，自述哺

乳后略有好转。现疼痛加重于上午 9：00 来乳腺

科门诊就诊。视诊可见左乳积乳致条索状隆起，

局 部 区 域 红 肿 ，红 肿 范 围 大 小 约 4×4cm（图 1）。
全 血 细 胞 分 析 ：WBC 1. 5×109/L ↑ ，中 性 粒 细 胞
0. 8×109/L↑。

情舒畅［2］，手法按摩排乳。经过精心治疗及护理，
哺乳期急性乳腺炎治愈。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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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护理（预印本）

证侯分析：情志焦虑，肝失条达或胃热，气滞
血凝，经络受阻，壅结成痈。故见乳房内出现界限
不明显之肿块，气血与乳汁凝滞则排乳不畅，肿胀
疼痛。邪热内盛，营卫失和，则出现恶寒发热。口
渴，脉数均为热象。
中医诊断：乳痈［3］；西医诊断：哺乳期急性乳
腺炎。
2. 2

护理诊断
疼痛：与乳络阻塞，不通则痛有关。
体温过高：与乳汁淤积，日久化热，或肝郁 胃

热，或感受外邪，郁久化热有关。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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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焦虑：与担心无法继续哺乳有关。

护理

知识缺乏：与缺乏哺乳期乳房保健知识有关。
潜在并发症：传囊乳痈，与脓液波及其他乳络

辨证施护

有关。

气滞热壅
症状：乳汁淤积结块、皮色微红、皮肤微热，肿

胀疼痛，伴有恶寒发热，口渴，脉数。

2. 4

2. 4. 1

护理量表

NRS 疼痛评分标准见图 2，患者来院时评分

为 6 分。

（图 2）

护理措施
饮食护理

给予患者清淡、低脂肪、易消

化、富营养的饮食。如粥、面条汤羹等。避免辛辣
油腻及鱼腥之物，如肥肉、烟酒、鱼虾等。鼓励患
者多饮水，多食蔬菜水果。
2. 4. 2

2. 3

情志护理

2. 4. 3

中医护理

手法按摩排乳

手法按摩排乳消除积乳肿块原理图示

（1）奶栓堵塞乳管（图 3）

（2）乳汁淤积，肿胀，硬块（图 4）

鼓励家属多与患者沟通，给予

心理支持。指导患者听舒缓音乐，转移注意力，放
松心情。

（图 4）

（3）栓子排出，乳汁涌出（图 5）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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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护理效果

电话随访：患者主诉当日 19：00 乳房疼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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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消化，保持心情舒畅，手法按摩排乳等精心治疗
及护理后治愈，有效预防及护理是治疗哺乳期急
性乳腺炎的关键。
通过有效的评估，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改
善护理措施，以病人为中心，加上护理人员的爱
心、耐心、责任心，一切从病人的实际出发，强调
（图 5）

显减轻，NRS 疼痛评分为 2 分，左乳条索状隆起消

失，乳房局部红肿区域明显减小，自测体温 36. 5°
C，可以继续哺乳，自述焦虑情况明显好转。治疗
前后效果图见图 6。

“个性化”的护理，即针对不同的个案、不同的病
因，客观地对待哺乳期急性乳腺炎发生的危险因
素，充分认识其危害，并努力研究，在不同的哺乳
期急性乳腺炎病案中查漏补缺，取短补长，尽力做
到完美，这样哺乳期急性乳腺炎的预防和护理才
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并且可以使得护理工作做到
更加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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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一例哺乳期急性乳腺炎通过饮食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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