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间喂奶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定了十个关于母亲如何顺利实现母乳喂养的
建议。其中的一个建议是：“白天黑夜都不要限制哺乳次数和时间”。 催乳素刺
激乳房产奶。 催乳素的水平在夜间比在白天更高。因此，为了建立和维持好奶
量，在白天和黑夜都按需哺乳很重要。大部分人明白并且接受新生儿要全天按需
哺乳。但是过了几周或者几个月后，他们也许就开始问你的宝宝是否在睡整觉。
如果宝宝还没有这样，你也许会开始担心：是不是我的奶不够好？是不是我的奶
不够？也许我应该开始喂辅食？或者我应该忍受宝宝哭闹，强制他睡整觉吗？然
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比较现实的期待？我应该从何时开始期待宝宝睡
整觉？我可以做什么帮助我度过夜间喂奶？有没有柔和的方式鼓励宝宝睡整觉？
这些是我要在这个手册中讨论的问题。
我们的期待：现实吗？
你知道吗？
• 夜间喂奶是很正常的。大部分人认为宝宝越大，夜间喂奶的次数会越少。但
是，研究显示不一定总是这样。夜间喂奶的次数会在 2 周到 3 个月之间减少，
但是之后会在 4 到 6 个月之间增多。一些研究显示在宝宝 9 个月左右夜间醒来
的次数会增多。当你恢复工作后，你的宝宝可能会在晚上或者你休息的时候吃
更多奶。在宝宝长大的过程中，晚上喂奶的次数会减少，但不会像大多数人认
为的那么快。一个研究显示在夜晚的十小时内（晚上 8 点到早上六点），宝宝
会醒来 6 到 7 次吃奶直到一岁；在 1 岁到 2 岁之间，宝宝会醒来 2 到 3 次吃
奶！直到 2 岁之后，夜间醒来才变得比较不常见。
• 夜间喂奶对妈妈和宝宝都有益：
o 夜间醒来是宝宝健康的关键。他能够从睡梦中醒来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告
诉你他有没达到的需求，比如饥饿、不适、太冷或太热。
o 如果新生儿长时间地安静、深度睡眠时，会有更大的 SIDS（婴儿猝死综
合症）的风险。
o 夜间喂养帮助建立和维持母乳量，它可以减少与激素相关的癌症并且延迟
月经。
• 提供舒适和安全感的方式。母乳喂养不只是提供营养，它也提供舒适、安全
感、温暖、亲密感和熟悉感。这些需求和宝宝生理上饥饿是一样真实的。当你
在夜里安抚宝宝，你不是在教他一个坏习惯：你在教他当他需要你的时候，你
就在那儿扶持他！研究显示夜间喂奶不会导致宝宝频繁醒来。
让我们开始对夜间喂奶有合理的期待：夜间喂奶是常见的、暂时的。孩子长大后
会改掉（甚至当我们不做任何事去阻止它！）。一些母乳喂养的宝宝需要长时间
夜间喂养。其他宝宝则会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就睡整觉。每个宝宝都不同！每个宝
宝有他自己发育的年龄去开始适应，并且睡得时间长。明白这点可以使我们有不
同的，更轻松的态度去面对夜间喂奶。目标是尽可能让每个家人睡够，同时也
尊重孩子的需要。如果宝宝睡觉和吃奶的量对你来说不是问题，那么没有理由改
变任何事。如果夜间喂奶对你来说不行，那么可以根据孩子的需要，考虑做改

	
  

变。
帮助你接受夜间喂养
• 催产素可以降低压力，帮助你重新进入睡眠。你知道你在哺乳时所分泌的催产
素不仅会促进溢奶，也可以帮助你放松，使你更容易入睡吗？催产素的效果是
在你夜间哺乳后帮助你重新入睡。
• 尽量在晚上少做事。白天黑夜都要按需哺乳。宝宝黑夜吃奶时，不要打开灯或
者换尿布（除非尿布已满或者他有尿布疹）。如果你的宝宝真的醒了，他会准
备好玩儿但你需要睡觉。
• 在宝宝睡觉时候你睡觉吧。 你可以在宝宝睡觉的时候尽量多睡，尽量习惯经常
打盹。
• 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和期待。 全天按需哺乳、打破夜间休息的习惯、适应家长这
个新角色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不要期待继续孕前的生活，你需要调整你的计
划和目标。这样会省去很多灰心、失望、紧张和疲惫。
一些柔和的方式鼓励宝宝睡整觉
首先让我们除去一些常见的误解：
• 晚上喂辅食不能帮助宝宝睡整觉。 许多家长开始在晚上喂麦片，因为一些家长
错误地认为或者被告知，给宝宝喂辅食帮助他们睡整觉。然而，根据一些可靠
的研究，睡前吃辅食的宝宝和不吃辅食的宝宝睡眠的规律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柔和地鼓励宝宝睡整觉：
• 通过喂养和跟宝宝玩儿鼓励宝宝在白天尽量醒着。
• 确保宝宝在白天有效地吃奶。 有时候宝宝会在白天吃奶的时候分心而吃不够，
然后他们就会在晚上醒来吃奶。在白天喂奶的时候要降低宝宝分心的可能性:在
一个安静的房间，关上门和灯，试着躺下喂宝宝。确保大一点的孩子在喂奶开
始之前忙着做一些事而不打扰喂奶时间。
• 时常在睡前喂奶。虽然宝宝可能已经睡着，但是在你睡前要喂一次奶。
• 如果你的宝宝只是为了更舒适而半夜醒来，那么尝试其它方法安抚他，比如背
部按摩，抱着哄，可以给较大的孩子喝水，轻哼，躺在他旁边。
• 让爸爸安抚宝宝。 你的宝宝不会期待爸爸喂奶。爸爸也许需要和宝宝在另一间
卧室睡觉，远离妈妈。
• 对大一点的孩子(18 个月以上)，你可以跟他解释晚上是睡觉的时间，不是吃东
西的时间。

记住让宝宝睡整觉不是一个需要打赢的战役。如果晚上睡觉不顺利，之后一点点
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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