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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母乳喂养是儿童生存、营养、发展及产妇健康的基石。然而,随着2019年12月始发于湖北省武

汉市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迅速流行,儿童和产妇是其易感人群,给母乳喂养带来了巨大挑

战。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的母乳喂养管理,可避免不必要的混合喂养和人工喂养,确保母乳喂养对

产妇及婴儿的长期益处。因此,该文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有关法规、科学研究数据等对母乳喂养进行科

学合理的管理,从容应对产妇的各种母乳喂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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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始发于湖北省武汉市的2019新型

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迅速流行[1-2],儿童和产妇

是其易感人群,而母乳喂养是儿童生存、营养、发展及

产妇健康的基石。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

好儿童和孕产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3],正常产妇可进行母乳喂养,疑似病

例、确诊病例和确诊后未痊愈者需母婴隔离14
 

d,暂
停母乳喂养。因此,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如何做好母乳喂养管理,减少

乳房相关问题显得十分重要。现将新冠肺炎流行期

间母乳喂养应急管理在产妇母乳喂养的准备工作,产
后常见母乳喂养问题及解决办法,以及产妇居家母乳

喂养在线管理等报道如下。
1 产妇母乳喂养前的准备工作

1.1 口罩选择与佩戴[4]

1.1.1 口罩选择

(1)一般人群:普通产妇建议使用医用外科口罩,
有条件且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可佩戴医用防护口

罩;(2)特殊人群:可能接触确诊病例的高危产妇,原
则上建议佩戴医用防护口罩(N95及以上级别);(3)
纸质口罩、棉布口罩、海绵口罩及活性炭口罩均不推

荐使用。
  

1.1.2 一次性外科口罩的佩戴方法

(1)鼻夹侧朝上,深色面朝外(或褶皱朝下);(2)
上下拉开皱褶,使口罩覆盖口、鼻、下颌;(3)将双手指

尖沿着鼻梁金属条由中间至两边,慢慢向内按压,直
至贴紧鼻梁;(4)适当调整口罩,使口罩周边充分贴合

面部;(5)口罩一般2~4
 

h更换1次,在疫情期间,应
严格佩戴口罩。

1.2 洗手场景及洗手方法[4]

1.2.1 洗手场景

新型冠状病毒可通过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5],
因此,出现以下情况时产妇应及时清洁洗手:咳嗽(打
喷嚏)后,接触公共物品(如门把手、电梯按钮),给新

生儿处理大小便后,以及母乳喂养前后等。且避免用

脏手接触自己及新生儿的口、眼、鼻,此外,不要对新

生儿以口喂水、喂奶、嘴对嘴轻吻等。
1.2.2 洗手方法

(1)流动水淋湿双手,取适量洗手液(肥皂),均匀

涂抹整个手掌、手背、手指和指缝;(2)搓双手至少15
 

s: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手心对手背沿指缝

相互揉搓,交换进行;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指缝相互揉

搓;弯曲手指使指关节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交换

进行;右手握左手大拇指旋转揉搓,交换进行;将5个

手指尖并拢放在另一手掌心旋转揉搓,交换进行;(3)
流动水冲净双手并擦干双手。
1.3 个人卫生[4]

(1)房间每天至少通风2次,每次通风30
 

min以

上,通风时产妇要注意房间温度变化,适当增加衣物,
避免引起感冒;(2)产妇应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减少接

触公共场所的公共物品及医院门把手、门帘、医生白

大褂等,接触后及时用洗手液或肥皂,流动水洗手或

使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3)不随地吐痰,口鼻

分泌物用纸巾包好,弃置于有盖垃圾桶,与他人保持

至少1
 

m的社交距离;(4)不要接触、购买和食用野生

动物(即野味)。
1.4 乳头清洁

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产妇乳头不需要用肥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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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进行清洁消毒,尤其不要用湿巾纸、酒精、肥皂水

及消毒剂,因为会洗掉乳头和乳晕上的保护性油脂和

周围细菌。但是,当乳头及乳晕特别脏、进行哺乳前

未洗手就接触乳房则需要清洁乳头,一般在哺乳前尽

量清洁双手,若未清洁双手,非疫情期间,用清水沾湿

毛巾擦拭即可;疫情期间,则用少量肥皂水清洁乳房

后再进行哺乳,但在哺乳后挤少许乳汁或护肤霜涂抹

乳头及乳晕以保持湿润,避免乳头皲裂。
1.5 饮食及运动,增强抵抗力[6]

产妇应每天摄入约220
 

g鱼、禽、蛋、肉类(含动物

内脏),牛奶400~500
 

mL,如口味可接受推荐选用营

养强化的产妇奶粉,平均每天能有相当于25
 

g干大豆

的豆制品,炒制或烤制的坚果10~15
 

g。每天蔬菜类

500
 

g,其中绿叶蔬菜和红黄色等有色蔬菜占2/3以

上,水果类200~400
 

g。不推荐产妇摄入过多液体

(包括炖汤类食物)以增加母乳分泌量。主动饮水,每
天不少于1

 

500
 

mL。适度运动,如瑜伽、体操或家中

来回走动,增强体质和免疫力。另外,避免身体抵抗

力下降,合理休息,不熬夜、不过劳。
1.6 心理调适[7]

产妇产后恢复期间发生焦虑和抑郁风险增加,一
旦感染或疑似感染新冠肺炎,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精

神症状,不利母儿健康。根据一项针对新冠肺炎的公

众认知、态度和行为研究显示,98.54%的受访者表示

非常害怕,94.45%担心自己或家人被感染[8]。因此,
应及时评估包括焦虑、抑郁、睡眠状况及忧虑来源并

给予心理干预,同时提高产妇对新冠肺炎的正确认

知[7]。
2 母乳喂养相关问题

2.1 手挤奶

(1)因新冠肺炎的主要传播途径是呼吸道飞沫传

播,亦可通过接触传播[5]。所以当咳嗽、打喷嚏、母乳

喂养前后、更换新生儿尿不湿前后、接触他人等均应

特别重视,使用6步洗手法清洁双手;(2)轻轻按摩乳

房,从乳房上方向乳头方向轻抚按摩,重复多次;(3)
摆位:拇指和食指做“C”字形,摆在乳头的两侧,两手

指到乳头的距离基本一致(距离乳头2~3
 

cm),三点

呈一直线;(4)深压:两手指垂直深压向胸壁方向;(5)
对挤:深压到感觉有阻力时停止,原地开始对挤,感觉

碰到阻力时松开。对挤时不要让手指在乳房上滑动,
以免搓伤乳房表面皮肤;(6)建议360°挤:上下、左右、
斜方向对称挤;(7)挤压时间:一侧乳房3~5

 

min,两
侧交换对挤,总时长一般20~30

 

min。在整个挤奶过

程中,一定要确保口罩的正确佩戴与手卫生。
2.2 乳房肿胀

乳房肿胀可伴有轻度的发热,温度可达38.5
 

℃[9],
 

而新冠肺炎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乏力、干咳

等。因此,应对乳房肿胀进行早期预防,避免乳房肿

胀的发生,造成与新冠肺炎之间的漏诊、误诊与不必

要的精神紧张。对于非新冠肺炎或疑似病例的产妇,
缓解乳房肿胀的有效办法首选新生儿吸吮,并且在哺

乳后可用卷心菜冷敷乳房以减轻乳房肿胀症状。而

对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和确诊后未痊愈的产妇,应
保证每2~3小时挤奶1次以维持泌乳通畅,且应重

视夜间挤奶。
2.3 追奶

对乳汁不足者可进行以下尝试。(1)哺乳效率:
确保新生儿正确的含接姿势和哺乳姿势以维持有效

吸吮。(2)哺乳次数:新生儿24
 

h有效哺乳10~12次

及以上,2个月大24
 

h有效哺乳8~12次,按需哺乳,
白天亲喂-亲喂-瓶喂,晚上纯亲喂,注重夜间喂养;从
大小便及体质量判断乳汁是否充足。(3)保持良好的

心态,坚定喂养信心,适当运动,充足睡眠,饮食清淡。
(4)不以母乳喂养为目的的皮肤接触与互动,增加信

任感。《》2.4 排除或治愈新冠肺炎后的重新母乳喂

养

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产妇需母婴隔离14
 

d,暂停

母乳喂养,直至连续两次呼吸道病原核酸检测阴性

(采样时间至少间隔1
 

d)且相关临床症状消失后方可

进行母乳喂养[3,5]。产妇此时面临的最大母乳喂养问

题是乳头混淆,可进行以下尝试:(1)不以母乳喂养为

目的的皮肤接触,建立亲子链接。(2)正确瓶喂:新生

儿呈半坐姿势,身体尽量竖直,头和身体呈一条直线;
喂奶时用奶嘴点新生儿上唇,逗引新生儿张嘴后放入

大部分奶嘴;奶瓶不宜抬得太高,奶液充满奶嘴前端

即可。(3)逐步过渡,执行(1)和(2)之后,根据实际情

况逐步减少奶瓶喂养。(4)必要时,可进行压舌训练

以增强舌头记忆,训练后进行亲喂。进行压舌训练时

注意手卫生且保证手指没有伤口或感染。
3 “互联网+”护理服务:居家延续护理

  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产妇可通过医院开设的“网
上问诊”“网上预约挂号”“母乳喂养咨询”等服务板

块[3],开展在线咨询和指导,暂停不必要的线下活动。
此外,对于出院产妇,医院通过微信、电话、视频、“围
产期延续护理云平台”等方式进行随访,一方面了解

产妇的居家母乳喂养情况及遇到的母乳喂养问题;另
一方面了解产妇新冠肺炎及居家防护情况,告知产妇

及家属居家期间做好个人防护、手卫生、母乳喂养相

关注意事项[3],并密切监测个人及家庭成员身体情

况,当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时,要佩戴口罩及时按规

定去医院就医。另外,根据产妇的不同母乳喂养情

况,母乳喂养应急管理组对产妇分组管理并进行信息

推送、在线答疑等。实现互联共通,减少线下人员流

动,促进新冠肺炎的预防与控制。
4 小  结

  产妇母乳喂养应急管理是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

根据疫情及产妇的具体需求与情况,为产妇提供不同

方式的母乳喂养指导与管理。同时,母乳喂养应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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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进一步完善了母乳喂养相关问题处理流程,间接扩

大了医务工作者的职能和工作范畴,拓宽了服务领

域,改变了传统的线下服务模式并降低了产妇罹患新

冠肺炎的风险。在今后研究中可对此母乳喂养应急

管理做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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