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乳喂养与添加辅食 
 

在出生头几个月母乳的成分是全面的，能满足宝宝的营养需要。随着宝宝长大，

你应该考虑添加辅食：何时开始添加辅食？如何开始？开始时应该选择什么食

物？用什么方式喂宝宝？需要避免哪些食物？怎样结合母乳喂养与辅食？请通过

这个手册来学习。 

  
何时开始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母亲们在宝宝出生后的六个月内只喂母乳，使宝宝达到最
佳的成长、发育和健康状态。六个月后，为了满足宝宝不断变化的营养需求，应

该添加辅食，并且母乳喂养应该持续到宝宝两周岁或更久”。 
 

纯母乳喂养（宝宝只吃母乳，不添加任何其它食物和饮品）可以给六个月以内的

宝宝提供足够的营养。在宝宝六个月左右，母乳就不能完全满足宝宝营养的需

求。宝宝到这个年龄，他从发育和生理方面都比较适合开始吃辅食。开始添加辅

食的三个好方针有： 

1. 宝宝的年龄是六个月左右。 

2. 不要早于四个月添加辅食。 
3. 观察宝宝从发育方面有准备吃辅食的信号。 

 
不要在四个月之前开始添加辅食: 
大家都同意：不要在宝宝四个月内开始添加辅食。为什么？  
• 宝宝肠道还没足够成熟，不能消化固体食物。  
• 宝宝的免疫系统还没有能力处理食物，也没有能力抵抗病菌和过敏原。  
• 从发育方面来看，宝宝还不适合添加辅食：  

o 小宝宝有舌头推力反射：他会自动把辅食推出来，也不能把食物移到嘴

最里面。在四到六个月的时候这个反射会渐渐消失。 
o 在四个月内，宝宝的吞咽系统是用来吸吮的，而不是用来嚼或吞咽的。  
o 在宝宝吃辅食的时候，最好让他坐直。大部分宝宝会在五到七个月大的

时候学会坐立。  
o 在六个月左右的时候，宝宝喜欢模仿周围的人。和你坐在一起的时候，

他会学你的动作。这是很合适的时间教他吃食物。 
 

四到六个月开始添加辅食合适吗？ 

考虑到过敏的问题，一些卫生机构建议在宝宝四到六个月就开始提供少量的食物。有明

确的证据显示如果宝宝在母乳喂养时候同时开始吃谷物或其它辅食会减少脂泻病和过敏

的机率。早吃谷物（在四到六个月内）可能有效减少脂泻病。但这不意味着所有宝宝都

要在四个月开始吃辅食！对于过敏的机率，没有证据显示四月、五月、六月开始吃辅食

会有任何区别。不仅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只考虑过敏的问题来决定何时开始添加辅食。

营养需求、得病的风险、过早添加辅食导致吃母乳太少、 发育是否合适吃辅食等等都



 

 

是要考虑的因素。所以还是要考虑上面说过的：在六个月左右开始添加辅食，不能早于

四个月，观察宝宝从发育方面有准备吃辅食的信号。 

 

当宝宝准备好：观察宝宝，而不单看日历。  
每个宝宝发育过程不同。你的宝宝是否准备好吃辅食不单是取决于年龄，而是他

自己的发育。最好的办法是看日历同时也观察宝宝的这些信号。这些信号大约会

在六个月左右出现，有的宝宝早，有的晚： 
• 你的宝宝可以自己坐直。 
• 宝宝已经失去舌头推力反射，不会再自动推出辅食。 
• 宝宝开始有“钳形抓握”的能力：他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抓起食物或者其它

东西。 
• 宝宝可以从一个盘子里拿食物、嚼和咽。 
• 宝宝对你吃东西表现出兴趣，可能也试图抓食物。  

 
如何开始 

辅食是添加的，它不能替代母乳。  
在宝宝六个月到一岁时添加辅食是补充母乳，而不是代替母乳。宝宝一岁的时

候，母乳提供 75%的营养需要，然而辅食只占 25%。所以要慢慢开始添加辅食，

不要使它代替更有营养的母乳，要继续按需哺乳。在宝宝一岁以后，辅食会变成

更主要的营养来源，然而母乳仍旧提供 35%-40%的营养。  
开始要少量。 
在宝宝表现出准备好吃辅食的时候，开始要少量地提供食物：开始一茶匙就够

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逐渐增加。不过，不要数着数喂。要观察宝宝发出的信号

来增加辅食的量，但要注意母乳在头一年仍旧是宝宝主要的营养来源。 
各种喂宝宝的方法: 
勺或者手指：你可以用一个光滑、圆圆的塑料勺喂宝宝或者你可以用你干净的手

指。你的手指很软，温度也合适。你的手指也可以感觉到食物的冷热。用指尖沾

满食物，放在宝宝嘴唇上，让他吸吮你的指尖。接着，把食物伸向宝宝的舌尖。

如果食物被宝宝吞掉，试着把下一部分食物放在宝宝舌头中间。如果宝宝很愿意

接受手指上的食物，下次可以多喂一点。  
提供几片食物，让宝宝自己吃：另一种喂辅食的方法是 Rapley 方法。你提供几

片食物，让宝宝自己决定吃什么，吃多少。最好的方法是大家一起吃。宝宝自己

坐在宝宝椅上。确保他可以坐直（也许需要提供一些支持）。你给他几片他拳头

大小的食物，这样他比较好抓。蔬菜需要稍微煮一下：要熟，但不要太软。让宝

宝做做实验。有些食物会到他嘴里，但剩下的大部分可能会扔得到处都是。在宝

宝椅下垫一块塑料会减少很多麻烦。记着目标只是让宝宝尝尝新口味和辅食的材

质，而不是喂饱他。观察宝宝吃饱的信号。不要喂得过饱。   
每次介绍一种新食物： 
每次介绍一种新食物（不要混合几种食物），等至少两到三天再介绍下一种。每

种新食物介绍之后，观察过敏反应，比如腹泻、疹子、呕吐。如果任何这些反应

发生，请停止喂这种新食物，联系宝宝的医生。  
 



 

 

提供辅食的时间： 
在早上提供新食物。万一宝宝对一些食物有不好的反应，在早上提供新食物的好

处是肠胃难受到了晚上消失。晚上喂新食物有可能会导致晚上疼痛而醒来，睡不

好。  
在你不忙的时候。 当宝宝在学习吃辅食的时候，脏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要

快速喂养。饭不是为了喂饱，也是一个社交经历。 花点时间，享受宝宝成长的

这个新阶段。 
晚上吃辅食不能帮助宝宝彻夜睡眠。许多家长开始在晚上喂米粉粥因为一些家长

错误地认为或者被告知喂辅食可以帮助宝宝彻夜睡眠。然而，根据可靠的研究显

示，宝宝睡前吃辅食和不吃辅食对宝宝睡眠没有影响。 
不要在奶瓶里放米粉粥，因为宝宝有可能窒息。它也会增加宝宝的饭量，使宝宝

过胖。然而，如果宝宝有胃食管反流，加浓宝宝的奶是可以的。这种情况，要问

问宝宝的医生。 
 
提供什么食物  
提供各种食物。类型和顺序不重要。 
以前的方法是为了减少过敏的风险，等待宝宝的系统更成熟之后再给宝宝吃一些

食物，比如麦子、豆子、鸡蛋和鱼。然而，最近的研究否定了这一点。现在的认

识是一旦开始添加辅食，各种不同的食物都要给宝宝吃，类型和顺序不重要。  
万一有食物过敏。  
如果宝宝已经对某种食物过敏，他和母乳喂养的妈妈通常需要避免吃这些食物。

在这种情况下添加辅食最好咨询营养专家。 
提供肉类。  
铁和锌是六个月以后需要从辅食中得到的两种矿物质。但宝宝各有不同。这两种

矿物质最好的来源是肉。  
提供水果和蔬菜。 
一些医生建议先开始喂蔬菜，后喂水果。然而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宝宝会不喜欢

蔬菜如果他们先吃水果。宝宝生来就爱吃甜的，喂食物的顺序不能改变这一天

性。添加辅食的主要目标是让宝宝学习吞咽不同质地的食物。开始给宝宝吃蔬菜

的时候，先给他吃甜的几样：胡萝卜和红薯。不过，宝宝一岁前要限制宝宝吃胡

萝卜的量，因为胡萝卜含有高硝酸盐。   
麦片和全谷粒。 

宝宝 8-9个月时，可以开始喂米粉粥或麦片粥。不要混合几种麦片给宝宝吃直到

你已经试着分开喂了每一种食物并且确定宝宝对任何一种都不过敏。把麦片和母

乳混合（或者配方奶粉直到一岁）。避免白米米粉粥。给宝宝吃全食物和全谷

物，而不是加工过的白米面产品。  
母乳、配方奶粉和果汁。 

宝宝需要喂母乳或者配方奶粉直到一岁。一岁以后母乳或者牛奶都可以喂。添加辅食

时，可以用杯子给宝宝喝一点水或母乳。控制喂水的量，最好只要在吃饭时喂一点。六

个月内的宝宝不要喂果汁。宝宝不需要喝果汁来满足他的营养需要。孩子会对果汁上瘾

而吃不够其它食物。如果选择给六个月以后的宝宝喂果汁，吃饭时可以喂几口。像其它



 

 

食物一样逐渐加量，每次介绍一种。喂消毒的 100%纯果汁（没有添加的糖分），用水

稀释。限制喂果汁的量，每天不要超过 100-150毫升（直到孩子六岁的时候）。 

 

准备宝宝的食物 

保持高标准的卫生。 

在家准备食物不仅更健康有营养，它也比商业婴儿食品便宜。当你准备宝宝的饭

时，要保持高标准的卫生。食物不干净造成 6-12个月大的宝宝腹泻是很常见

的。所以要确保你用干净的设备，在准备食物前要洗手。冷藏不需要的食物，喂

宝宝之前检查食物是否变坏。 
准备宝宝的食物的时候，不要放调料、盐或者糖。 
提供拳头大的食物片或者用叉子弄碎。 
如果你等到宝宝准备好吃辅食，不需要把食物煮成

泥，用叉子弄碎就行了。你也可以提供片状的、宝宝

拳头大的食物。（只要宝宝可以坐直，会把手或者其

它东西送到嘴里。） 
把食物煮熟。  
你的宝宝可以吃生香蕉或者熟透的牛油果，但是其它

水果和蔬菜需要洗、剥皮、去掉坑和籽之后煮熟（但

是不要太软）。比如：  
胡萝卜： 去皮蒸熟。  
红薯： 洗干净，微波 7-8分钟，打开供应。（确保你试过“烫的地方”，因为微

波食物也许受热不平均。）或者洗干净红薯并去皮用少量水煮或者蒸熟。用一点

水弄碎。 

苹果和梨：准备成酱。生的削过皮的苹果或者梨片可以给大于一岁的宝宝吃。 
可以给宝宝吃的其它食物：  
煮好的豌豆、玉米、土豆、烤好的面包片、橙子片、煮好的鸡腿或鸡翅肉（去

皮）、炒鸡蛋、煮鸡蛋、煮好的面条、去骨去皮的鱼。 
 
要避免的食物 
避免易噎的食物直到孩子 3-4岁：果仁或者瓜子、葡萄干、爆米花、生蔬菜、没

去皮的水果、热狗、香肠、整个葡萄或者樱桃、硬或粘的糖（比如棉花糖或者泡

泡糖）、大块花生酱。 
不要喂一岁内的宝宝蜂蜜，因为有食物中毒的可能（机率很小）。 
含有高硝酸盐的食物（比如甜菜、菠菜、绿豆、生菜、胡萝卜）可能造成小宝宝

不常见的贫血。宝宝一岁前要限制吃这些食物。  
 
喂养时间=家庭时间 

喂宝宝最好的地方是一家人吃饭的地方。研究显示按时和家人一起吃饭对孩子成

长有积极效果。小孩子喜欢被当作家庭的一部分，坐得和家人一样高。一起吃，

互相谈话，养成好习惯。（但是不要期待太多。做好脏乱的准备，允许宝宝用手

吃、挤、压、弄碎食物。这些都是好的学习经历）。注意在宝宝吃喝的时候看好

他。 



 

 

  
开始添加辅食并继续母乳喂养，也许会怎样 
宝宝的喜好和准备好吃辅食的情况不同，所以非常难设定一个确定快速的规则何

时开始做什么。以下是一些可行的建议：  
出生到 2、3星期：母乳喂养每天 8-12 次。  
直到六个月： 按需哺乳 （每天 5-8次）。 

不要早于四个月、在六个月左右，观察宝宝从发育方面有准备吃辅食的信号：开

始添加辅食 
 
年龄   食物     饮料 

6个月   每天喂一次食物    按需哺乳（每天 5-8次）  
       先哺乳，然后喂辅食 
 
7个月   每天喂一到两次辅食   按需哺乳（每天 4-7 次）  
         先哺乳，然后喂辅食 

     和饭一起喂几口水或者稀释 

的果汁  
 
8-9个月   每天喂两到三次辅食  按需哺乳（每天 4-7 次） 
       先哺乳，然后喂辅食 

     和饭一起喂几口水或者稀释 

的果汁 

 
10-12个月    每天喂三次辅食  喂辅食后哺乳，继续按需哺乳 

其它时间用杯子喂水或稀释的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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