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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一、母乳喂养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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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第一口奶应该吃什么？

       
0—6个月龄婴儿首选母乳喂养！

ü人类的乳汁含有人类生命发展早期所需要的全部营养
成分，
ü这是人类生命延续所必需，是其它任何哺乳类动物的
乳汁无法比拟的。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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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纯母乳喂养？

    除母乳外，不给婴儿吃其他任何液体或固

体食物。

    用喂杯，喂管或者奶瓶方法喂食母亲吸出

的母乳，或者母乳库捐献的母乳，都可以包

括在纯母乳喂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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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和继续母乳喂养到2岁或
以上的重要性？

1. 增加母子之间的感情。
2. 预防奶胀。
3. 减少乳头错觉及婴儿过敏。
4. 避免因添加了非母乳以外的食品减少婴儿

吸吮次数而引起母亲乳汁分泌不足。
5. 增加婴儿的免疫力，预防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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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的好处？

对婴儿的好处:

1、营养、有利婴儿发育、容易消化及利用；

2、母乳含有抗体、溶菌酶、白细胞等抗感染因子,提供最

早期的免疫物质；

3、促进子代神经系统发育；

4、减少成年后代谢性疾病（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冠心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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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的好处？

对母亲的好处：

1、有助于母婴结合及母婴之间的感情交流；

2、推迟再次妊娠；

3、帮助子宫收缩；

4、降低乳腺癌、卵巢癌的危险；

5、消耗多余脂肪，利于身材恢复（每天多消耗大于

500Kcal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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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的好处？

• 对家庭的好处
1、经济、方便、温度适宜

2、减少污染的机会

3、增强父母对家庭子女的社会责任感

• 对社会的好处
  婴幼儿身体素质好、利于婴儿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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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成分的变化

初乳 ：是母亲产后最初7日内产生的乳  

       汁，很稠，颜色为黄色或是清的

成熟乳：是10天后产生的母乳，量变大、

        乳房充盈、变硬、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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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乳       过渡乳      成熟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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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的抗体       - - -  保护婴儿防止感染和过敏

• 白细胞量多       - - -  抵抗感染

• 通便作用           - - -  排胎粪可预防黄疸发生

• 生长因子           - - -  帮助肠道成熟防止过敏或

不耐受

• 丰富的维生素A - - -   减轻感染的严重性

初乳的特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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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奶与后奶

前奶 ：
在一次哺乳过程中早期产生的奶
含有大量的蛋白质、乳糖。

“开胃菜” “解渴”含有大量的水
和糖；安慰性吸吮主要吃前奶，避免
摄入过多热量。

后奶 ：
在一次哺乳过程中后期产生的奶
含有大量的脂肪。

“正餐” “耐饿”含有丰富而高热
量的脂肪；饥饿时大量摄入后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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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奶和后奶
和临床上的许多问题有关！

1、妈妈奶较多且总是频繁交替乳房，可能导致婴
儿体重增长不好。

原因：只吃到前奶，而错过了脂肪含量丰富的后
奶，同时还会让妈妈认为自己奶少，导致加奶或
过早断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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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奶和后奶
和临床上的许多问题有关！

2. 如果奶量很大，喷乳反射比较冲，宝宝灌了一

肚子前奶，可能出现绿色泡沫便，有可能被认为

是“乳糖不耐受”等，实际上由于没有吃到后奶

和后奶部分中含有的消化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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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奶和后奶
和临床上的许多问题有关！

3. 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胎，一个吃很多前奶，一个

吃很多后奶会导致摄入量差异，所以要教育妈妈

哺乳时注意让让两个宝宝都在一天中有机会“喝

汤”也“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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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成功的关键

• 早接触

• 早吸吮

• 早开奶

• 母婴同室

• 按需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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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吸吮的重要性

• 促进神经垂体分泌催产素，(减少产后出
血,让乳腺泡周围的肌细胞收缩,使乳汁流
入输乳管,这是让孩子吃到母乳的关键)。

• 促进腺垂体分泌催乳素，(使乳房早下奶)
。

• 强化婴儿吸吮能力,使婴儿能吃到初乳

• 增加母婴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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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同室

定义:
      母婴24小时在一起,每天分开的时间
不超过1小时。

重要性：
     母婴同室可保证按需哺乳，促进乳汁
分泌，增加母子感情。母亲可以学到母乳
喂养的知识，保证6个月纯母乳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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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哺乳

• 定义：当孩子饿了或母亲乳房胀了就应喂
哺。喂奶的次数和间隔时间不受限制。

• 重要性:按需哺乳能保证婴儿生长发育的
需要,频繁有效的吸吮能刺激泌乳素的分
泌,加速产后子宫的复旧,并且预防奶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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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乳反射的产生

婴儿吸吮→感觉信号→下丘脑→垂体→释放
泌乳素、催产素→作用乳腺细胞→泌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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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征兆

• 观察宝宝的觅食反射，

           宝宝的哭泣是最后一个征兆！

按需哺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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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哺乳姿势

摇篮式 橄榄球式 交叉式 

侧卧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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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位哺乳姿势                     卧位哺乳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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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胸贴胸

l腹贴腹

l口含大部分乳晕

l目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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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的姿势很重要，关系到母乳喂养能否成功。

       下面哪个姿势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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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如何用手托乳房：

• 手贴在乳房下的胸壁上；

• 食指托住乳房；

• 拇指在乳房的上方，可轻压乳房；

• 母亲手指不要太靠近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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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孩子含接乳头？

• 用乳头触碰孩子的嘴唇；

• 直等到孩子嘴张大；

• 很快把孩子移向乳房， 让其下唇在乳

头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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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的衔乳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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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正确的含接姿势

• 婴儿嘴张得很大；

• 下唇向外翻；

• 舌头呈勺状环绕乳晕；

• 面颊鼓起呈圆形；

• 婴儿口腔上方有较多的乳晕；

• 婴儿含住乳头和大部分乳晕；

• 慢而深地吸吮，有时突然暂停；

• 能看到或听到吞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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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含接乳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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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证母亲有充足的乳汁？

• 频繁有效吸吮是保证有足够乳汁的关键

• 早接触、早吸吮、早开奶

• 母婴同室、按需哺乳、夜间哺乳

• 母亲和婴儿同步休息

• 母亲保持心情舒畅，多吃汤汁食物

• 不要给婴儿加母乳以外的食物及饮料，不
用奶瓶、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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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含接的四个关键点：

• 婴儿口上露出的乳晕比口下多

• 婴儿的嘴张的很大

• 下唇朝外翻

• 婴儿的下颌贴近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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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母乳是否充足

Ø伴随吸吮10分钟以上吞咽声

Ø 哺乳时母亲有下奶感，哺乳后乳房变柔软

Ø 每次哺乳后婴儿满足、入睡安静

Ø 足够的尿量，每天更换尿布6次以上

Ø 体重增长理想，平均每周增长150g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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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挤奶

洗净双手

• 取坐位、立位，以舒适为准。

• 拇指放在乳晕上方，食指放在乳晕下方与
拇指相对其他手指托住乳房

• 先用拇指和食指的内侧向胸壁方向挤压手
指固定，不要在皮肤上摩擦

• 反复一压一放，依各方向按同样方法压乳
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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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挤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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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挤奶

• 注意：

• 每次挤奶时间20-30分钟为宜

• 挤奶的次数，每天不应少于8次，夜间至少3小时一次。

• 也可使用吸奶器。

• 用手挤奶，在乳房较柔软时易于进行，在奶胀或有触痛

时则较难进行。

★所以应在产后1-2天，教会妈妈如何挤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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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肿胀

• 重要的是排空乳汁。（不要让乳房“休息”）

• 如果婴儿能吸吮、要频繁哺乳。

• 婴儿不能吸吮:用手或泵将奶挤出来。

• 喂奶前剌激射乳反射:热敷或热水淋浴                                                         
按摩颈部和背部、剌激乳头皮肤、轻轻按摩乳
房、帮母亲放松。

• 喂奶后,冷敷乳房。

• 物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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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头皲裂

• 原因：

      婴儿含接姿势不对，吸吮时牵拉乳房
，用嘴摩擦乳房的皮肤.皮肤娇嫩

• 预防：

      产妇采取正确的抱奶体位，婴儿采用
正确的含接姿势；避免用肥皂、酒精等刺
激物品清洗乳头；每次喂奶后挤几滴乳汁
涂在乳头和乳晕上，保护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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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禁忌症

Ø 半乳糖血症的婴儿 

Ø 患活动性结核病或人类T-细胞淋巴病毒I或II型阳性的母亲

Ø 接受放射性同位素诊断检查或治疗的母亲、工作环境中   
存在有放射性物质

Ø 接受抗代谢药物、化疗药物或一些特别的药物治疗期间

Ø 吸毒或滥用药物的母亲

Ø 乳房患有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的母亲 

Ø 患有HIV感染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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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情况下，如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
的母乳喂养？

乙肝：

• 如果母亲乙肝病毒e抗原（HBeAg）阳性，则母
婴垂直传播发生率为85-90%，如果母亲HBeAg
阴性而HBsAg阳性，则母婴垂直传播宝宝发生率
为32%。哺乳期母婴传播可以通过接种乙型肝炎
疫苗预防是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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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感染母亲的母乳喂养：

• 艾滋病的母婴传播主要发生在妊娠、分娩和喂乳
三个阶段（宫内传播、产程传播和产后传播）。
产后哺乳也是母婴传播的重要传播途径，因为艾
滋病感染母亲乳汁中含有艾滋病病毒。

• 我国提出的婴儿喂养政策是：提倡人工喂养，避
免母乳喂养，杜绝混合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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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非禁忌症

Ø 母亲乙肝表面抗原阳性

Ø 母亲存在发热 
Ø 母亲工作环境中含少量化学物质

Ø 母亲为CMV血清阳性携带者，喂养前母乳需冷冻或加热消毒，以降

低母乳中CMV病毒载量

Ø 抽烟的母亲可以进行母乳喂养，但不能在婴儿房间内吸烟，还应尽

快戒烟。

Ø 母乳喂养的母亲避免饮用含酒精饮料。若偶尔饮用少量酒精饮料，

必须2小时后才能给予母乳喂养

Ø 绝大多数患黄疸和高胆红素血症的新生儿不应中断母乳喂养。极少

数严重高胆红素血症的婴儿，可短期终止母乳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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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储存

场所和温度 存放参考时间

储存于25℃的室温 4小时

储存于4℃冰箱内（经常开
关冰箱门） 24小时

冷冻室温度保持在-5℃到-
15℃ 3～4个月

冷冻-18℃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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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的保存&加热

冷冻母乳：
          解冻后可保存24小时，不可重复冰冻。
          取出后快速温热至38℃-39℃，
          不可重复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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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逐渐减少喂哺的次数，可从夜间开始

Ø  让宝宝接受其他奶制品及餐具

Ø  断奶时要尽量减少宝宝的不愉快

Ø  发挥家中其他人的作用

Ø  断奶应该选择在宝宝身体情况好时进行

母乳断离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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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工喂养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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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奶粉的选择

Ø根据年龄段选择

Ø 根据宝宝需要选择特殊配方奶

Ø 按医嘱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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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奶配置

Ø根据说明按比例配制

Ø先加水后加奶粉

Ø水温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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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瓶喂养注意点

Ø 喂奶前测试奶的温度避免过烫

Ø 喂奶时将奶瓶后部始终略高于前部，使牛奶能一直充满

奶嘴头，不致使婴儿吸入空气 

Ø  奶嘴的孔大小适中，奶瓶垂直时以1滴/秒速度为宜

Ø  喂完后将婴儿竖着抱起，轻拍背部，使其打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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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 食 添 加

辅食添加的定义是什么?

辅食添加的重要性有那些?

辅食添加的原则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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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食添加是指母乳喂养期间给予婴幼儿母乳之外的其他食物

，以补充母乳营养的不足。因为这些食物是作为母乳喂养的

补充所以被称为辅食。 

6个月后, 母乳提供的营养，包括能量、蛋白质、微生素和其

他微量营养成分，已不能完全满足婴儿生长发育对营养的需

要，因此，婴儿到4-6月龄以后就要逐渐添加非乳类的辅助食

品，包括蛋肉类、蔬菜类和水果类食品。这一時期应继续母

乳喂养，母乳仍是婴幼儿营养的重要来源。

  辅食添加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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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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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食添加的原则

        婴儿第一阶段食物为特别制作的婴儿产品或

家庭自制的富含营养素的、泥状(茸状)食物，多为

植物性食物，包括强化铁的米粉、水果泥、根茎

类或瓜豆类的蔬菜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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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食添加的原则

      固体食物为婴儿第二阶段食物（7-12个月）

；食物的硬度或大小应适度增加，适应婴儿咀嚼

、吞咽功能的发育，如末状、碎状、指状或条状

软食，包括水果、蔬菜、鱼肉类、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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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食添加的原则

1．引入辅食的时间：

          婴儿4～6月龄时体重多超过6．5—7．0kg，提示婴

儿消化系统发育已较成熟，如酶的发育、咀嚼与吞咽能力

的发育、牙的萌出等；已有竖颈、手到口等动作发育，可

开始引入其他食物。

           婴儿4～6月龄是食物引入的“关键窗口期”。建议婴

儿引入其他食物的年龄不能早于4月龄，也不宜迟于8月龄

，多为4～6月龄。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辅食添加的原则

 2．引入原则：

 (1)引入顺序

• 引入第一种其他食物的原则应是可补充铁营养、易于消

化又不易过敏的食物。

• 强化铁的谷类食物多为引入的第一种食物。

• 其次为如水果泥、根茎类或瓜豆类的蔬菜泥等。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辅食添加的原则

• 婴儿第一阶段食物主要帮助训练婴儿的咀嚼、吞咽技能

及刺激味觉发育；

• 7—8月龄后逐渐转变为婴儿第二阶段食物，直至过渡到

成人食物；

• 为保证主要营养素和高能量密度，7～12月龄婴儿仍应

维持乳量800ml／d左右，摄入其他食物量有较大个体

差异，以不影响乳类的摄入为限。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辅食添加的原则

含水量为主的食物能量密度低、且可增加胃肠负

担故不宜经常食用，如稀粥、羹汤、肉汤等。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辅食添加的原则

2．引入原则：

 (2)逐渐适应：

• 每种宜尝试10～15次(5—7d)至婴儿逐渐接受后再尝试

另一种新食物。

• 单一食物引入的方法可刺激婴儿味觉的发育，亦可帮助

观察婴儿出现的食物不良反应，特别是食物过敏。

• 新食物的量应由少到多，即从开始1勺，逐渐加量，即

“由少到多，一种到多种”，至6—7月龄后可代替1—2
次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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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食添加的原则

 2．引入原则：
(3)食物质地转换：食物质地应随年龄增长而变化，促进婴儿

口腔功能发育（咀嚼、吞咽以及语言）。

    如4—6月龄时用泥状食物训练口腔协调动作及吞咽能力；

    7—9月龄用碎末状食物帮助婴儿学习咀嚼，增加食物的能
量密度；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辅食添加的原则

  2．引入原则：
 (4)进食技能培养：婴儿的进食技能发育水平与进食习惯培

养及生长发育有关。

          如4—6月龄时学习从勺中进食；

          7—9月龄时训练用杯喝水；

          10～12月龄训练用手抓食，指状食物可帮助婴儿进
食、增加进食兴趣，有利于眼手动作协调和培养独立进
食能力。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辅食添加的原则

 3.辅食制作

• 应尽可能少糖、不放盐、不加调味品，但可添
加少量食用油。

• 少量、现做 。

• 选材新鲜、应季。

• 注意卫生。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如何培养

        良好的饮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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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饮食行为

Ø安静舒适的就餐环境

Ø 轻松愉快的就餐心境

Ø 专心致志的进餐态度

Ø 细嚼慢咽的进食习惯

Ø 不挑食偏食

Ø 自我进食

Ø 良好的餐间礼仪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自我进食能力的培养：

Ø善于观察、顺应饮食行为的发育规律，鼓

励宝宝自我进食

      6个月：扶住奶瓶

      7-9个月：用手抓取食物入口,从杯中饮
水

     10-12个月：学习用勺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Ø固定进餐的地点、时间

Ø避免进餐时的其他活动：看电视、玩具

Ø创造好的进餐氛围：幼儿期与家长共同进

餐；避免训斥、逗引

Ø 进餐前避免过度兴奋或疲劳；控制零食

Ø 邀请参与进餐前的准备活动：期待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Ø以身作则，鼓励摄取多种食物，鼓励细嚼
慢咽

Ø由宝宝自己决定食物的量

Ø尊重宝宝对食物的喜好

Ø讲究烹调方法，经常变换花样

Ø培养对食物的兴趣：参与制作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可能问题及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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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偏食怎么办？

1. 了解孩子偏食原因，有的放矢采取措施。

2. 注意孩子年龄特征，改进烹调技术，以培养对食物的兴
趣。

3. 根据儿童思维特点，用形象的教育方法，诱导孩子懂得
吃各种食物的好处，以改变偏食的习惯。

4. 注意发挥情绪、情感的作用。

5. 父母不要在孩子面前作负性暗示。

6. 纠正孩子的偏食习惯，要注意在其胃口好、

   食欲旺盛的情况下进行。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宝宝不爱吃蔬菜怎么办？

      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是人类不可缺少的

食物种类。

    儿童不爱吃蔬菜有的是不喜欢某种蔬菜的特殊味道；有

的是由于蔬菜中含有较多的粗纤维，儿童的咀嚼能力差，

不容易嚼烂，难以下咽。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宝宝不爱吃蔬菜怎么办？

对  策：

1. 父母为宝宝做榜样，带头多吃蔬菜，并表现出津津有味

的样子。

2. 应多向宝宝讲吃蔬菜的好处和不吃蔬菜的后果。

3. 要注意改善蔬菜的烹调方法。

4. 不要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如果宝宝只对个别几样蔬菜

不肯接受时，不必太勉强，可通过其他蔬菜来代替。

5. 有的孩子喜欢吃一些生的蔬菜，如西红柿、萝卜、黄瓜

等，可以做成凉拌菜或蔬菜色拉吃。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宝宝不爱吃蔬菜怎么办？

预   防：

• 培养宝宝爱吃蔬菜的习惯要从添加辅食时做起。刚开始

添加蔬菜辅食时，可以给孩子喂一些用蔬菜挤出的汁或

用蔬菜煮的水，如西红柿汁、黄瓜汁、绿叶青菜水等；

以后制作成菜泥喂宝宝，比如胡萝卜泥，土豆泥。 

• 宝宝慢慢适应后，再将蔬菜切成细末，等宝宝出牙后，

有了一定的咀嚼能力时，就可以给宝宝吃炒碎菜了，这

样循序渐进，宝宝会很容易接受。 



至精至诚  至善至爱

  成功的喂养：其焦点不在于千方百计让小

孩进食，而是要建立起良好的喂养关系和
帮助孩子学习吃的技能。

结    语

塑造儿童良好的饮食行为应从婴儿期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