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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是婴儿最佳的喂养方式。因乳母患有某些传染性、精

神性疾病等医学状况或乳汁分泌不足，或婴儿患有某些代谢性

疾病而不能纯母乳喂养时，家长应咨询医务人员后，选择适宜

喂养方式保证婴儿健康成长。为促进婴幼儿喂养的科学认知，

本工作组针对当前消费者关注热点，特别是婴幼儿配方乳粉选

用方面的主要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婴幼儿配方乳粉
科学选购专家建议

引　言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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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婴儿喂养的最佳选择是什么？

母乳喂养是婴儿喂养的最佳选择，能为母婴双方带来更多的健康益处。世

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中国营养学会均建议，纯母乳喂养是 0-6 月

龄婴儿最佳的喂养方式，6 月龄后应在母乳喂养基础上，及时合理地添加辅助 

食物。

在母乳喂养期间，母亲应尽量陪伴在婴儿身边，以便及时哺乳和照护。母

亲恢复工作后，也应坚持母乳喂养，可以将乳汁吸出并安全存储，供婴儿食用。

当前还有医疗机构建立的母乳库，接受母乳捐赠并提供给有特殊需要的婴儿。

母乳喂养对婴儿和乳母有多方面的健康益处：

① 婴儿期是生命早期 1000 天的关键阶段，营养作为这一阶段最关键的因素，

对婴儿的生长发育和健康产生持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母乳是该阶段婴儿最

为关键、最适合的天然食物，可以提供 0-6 月龄婴儿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充足能

量和各种营养素，以及保护其免受致病微生物侵害的免疫活性物质。

② 母乳喂养可以避免奶瓶喂养所致的过度喂养，使婴儿获得最佳的、健康

的生长速率，为其一生的健康奠定良好的基础。

③ 通过乳汁合成与分泌，乳母可以消耗孕期储存的脂肪，较快地恢复健康

体重。母乳喂养能增加母婴情感互动交流，使哺乳期妈妈获得最佳情感慰籍，

还可以降低产后抑郁以及后续发生乳腺癌、卵巢癌等疾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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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母乳喂养外，其他常见的喂养方式有哪些？

母乳喂养是婴儿喂养的最佳方式。如果母乳不足或无法母乳喂养可选择混

合喂养或人工喂养。

①混合喂养

混合喂养是指母乳加婴儿配方乳粉的喂养方式，以满足婴儿生长发育的 

需要。 

混合喂养中婴儿配方乳粉只是母乳喂养不足的补充，妈妈们仍需坚持母乳

喂养。强烈建议采用“补授法”补充婴儿配方乳粉，补授时母乳喂哺次数不变，

每次先喂哺母乳，将两侧乳房吸空后再以婴儿配方乳粉补足母乳不足的部分，

这样更有利于刺激乳汁分泌及持续母乳喂养。补授的乳量由婴儿需要和母乳量

而定，即“缺多少、补多少”。妈妈们因各种原因不方便母乳喂养时，如临时

外出，可以用“替代法”补充婴儿配方乳粉，即用婴儿配方乳粉替代一次哺乳。

②人工喂养 

人工喂养或奶瓶喂养是指完全采用婴儿配方乳粉的喂养方式。

6 月龄前无故放弃纯母乳喂养，不利于婴儿生长发育以及后续的健康。值

得注意的是，受母乳成分研究、原辅料生产技术等限制，目前任何婴儿配方乳

粉都不能与母乳相媲美，只能作为不能母乳喂养或母乳分泌不足时的无奈选择。

特别提醒，不宜直接用普通液态奶、成人奶粉、蛋白粉、豆奶粉等喂养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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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见婴幼儿配方乳粉按照月龄分为几段？如何选用？

根据现有的国家标准，婴幼儿配方乳粉按月龄段分为三段。

①婴儿配方乳粉

也称为“1 段”配方乳粉，适用于 0~6 月龄的婴儿，其能量和营养成分能

够满足 0 ～ 6 月龄婴儿的正常营养需要。

②较大婴儿配方乳粉

也称为“2 段”配方乳粉，适用于 6~12 月龄的较大婴儿，配方乳粉搭配添

加的辅食，能够共同满足 6~12 月龄的较大婴儿的正常营养需要。

③幼儿配方乳粉

也称为“3 段”配方乳粉，适用于 12~36 月龄的幼儿，作为多样化膳食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能量和营养成分能满足正常幼儿的部分营养需要。

如何选用婴幼儿配方乳粉？

首先，消费者应根据婴儿的月龄选择适合的产品。

其次，消费者应学会阅读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

认清标签上婴幼儿配方乳粉注册号。婴幼儿配方乳粉实施产品配方

注册制，注册号为“国食注字 YP+4 位年代号 +4 位顺序号”（其中 YP

代表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产品配方），注册信息可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网站上查询，产品标签内容应与注册标签样稿一致。

此外，消费者应学会阅读婴幼儿配方乳粉标签上的年龄段、配料表、

营养成分表、有效期等内容，并根据这些进行比较和选择。

第三，市售不同产品所含营养成分的种类、含量、来源等略有不同，

只要符合国家标准的婴幼儿配方乳粉都能满足婴幼儿的营养需要。一般

来讲婴幼儿配方乳粉的价格与营养价值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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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特殊疾病或医学状况的婴儿，应如何科学选用特
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有功能性胃肠病、乳蛋白过敏、食物蛋白过敏、氨基酸代谢障碍等特殊疾

病或医学状况的婴儿，需要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选用特殊医学用途婴

儿配方食品，包括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氨基酸配方和

氨基酸代谢障碍配方等，这些产品均应符合《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

（GB25596）规定的能量和各营养素指标要求。

① 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

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主要应用于功能性胃肠病婴儿的膳食管理，也可用

于非母乳喂养的乳蛋白过敏高风险婴儿（父母或兄姐有过敏史）的初步干预喂养。

如果婴儿出现乳蛋白质不耐受问题（如频繁哭闹、吐奶、腹泻等），经医务人

员确定为功能性胃肠病（或功能性喂养不适）时，可遵医嘱食用一段时间的乳

蛋白部分水解配方食品。

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食品中所有的乳蛋白都经过水解而成为乳蛋白片段或

肽段。一般来说，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食品中乳蛋白片段或肽段的平均分子量

应小于 5KDa（范围为 3-10KDa）。

② 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

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主要应用于乳蛋白过敏婴儿的膳食管理。

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食品中的所有乳蛋白经深度水解生成游离氨基酸、二

肽、三肽和短肽的混合物，绝大部分氮以游离氨基酸和分子量小于 1.5KDa 肽

的形式存在，配方中不含食物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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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蛋白包括乳清蛋白和酪蛋白两类。水解用乳蛋白的来源包括单一乳清蛋

白、乳清蛋白和酪蛋白混合蛋白以及单一酪蛋白，均能够满足婴儿对蛋白质的

需求。

③氨基酸配方

氨基酸配方，主要应用于食物蛋白过敏婴儿的膳食管理。

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最基本结构单元，人体由 20 种氨基酸组成。以单体

氨基酸代替蛋白质的婴儿配方食品称作氨基酸配方食品。符合国家标准的氨基

酸配方食品能满足婴儿对氨基酸的需要，也能回避过敏原。

④氨基酸代谢障碍配方

氨基酸代谢障碍配方，主要应用于氨基酸代谢障碍婴儿，其氨基酸组成和

含量在基本满足婴儿需要的前提下，不含或仅含有少量引起其代谢障碍的氨基

酸。最常见的是应用于苯丙酮尿症婴儿的氨基酸代谢障碍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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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识别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购买时要仔细阅读产品上的标签。

一看产品名称。

产品标签主版面产品名称应为“特殊医学用途婴儿 ×××”。

二看产品注册信息。

产品标签主版面有“国食注字 TY+4 位年代号 +4 位顺序号”（其中 TY 代

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还可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的“服务”

板块中的“特殊食品信息查询”中查询核实已获批的注册产品信息。没有标注

产品注册号的或者查询不到相关信息的，千万不要购买。

三看适宜人群。

产品标签中应明确标注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的类别和适用人群，如：

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乳蛋白过敏高风险婴儿）、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乳蛋

白过敏婴儿）等。

四看贮存条件和保质期。

产品标签上都会标注产品贮存条件，特别是提示开封后贮存条件。要购买

保质期内产品，优先选择生产日期距购买日期较近的产品。 

五看产品标签配料表。

根据我国法规标准要求，配料表中的原料是按照其添加量从大到小的顺序

排列，消费者可以从产品标签配料表的原料成分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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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产品名称没有“特殊医学用途婴儿XXX”字样，但
配料表显示或市场宣传添加了水解乳蛋白的产品是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吗？�

产品名称没有“特殊医学用途”字样、注册号为“国食注字 YP+4 位年代

号 +4 位顺序号”的产品不属于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不适用于乳蛋白过

敏高风险、食物蛋白过敏等特殊疾病或医学状况婴儿食用，其产品标签配料表

中除了乳清蛋白或乳清蛋白（部分水解）等，还有牛奶、奶粉及其他蛋白来源

的原料，这些产品在我国属于添加部分水解乳蛋白的普通婴幼儿配方乳粉。 

7.��对于没有功能性胃肠病或乳蛋白过敏的正常婴儿，
是否可以选择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对于没有功能性胃肠病或乳蛋白过敏的正常婴儿，接受完整蛋白更有利于

促进消化酶的分泌以及消化系统的进一步发育和成熟，建议家长根据婴儿月龄

选择适合的普通婴儿配方乳粉，不建议选择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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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是否必须严格按照配方乳粉标签上的喂哺表来喂养
婴幼儿？

配方乳粉标签上的喂哺表参考值是针对该年龄段婴幼儿的平均需求制定的，

有一定参考作用，但并不一定适合每个孩子，仅供家长参考，应根据孩子生长

发育情况来适当调整。

一般来说，我国乳母在产后 0-6 月内平均每日泌乳量为 750ml，喂哺表的

每日推荐总奶量以此为依据，根据月龄进行适当调整。

喂养婴幼儿是顺应其胃肠道成熟和生长发育的过程，从按需喂养模式到规

律喂养模式递进。婴儿饥饿是按需喂养的基础，饥饿的早期表现包括警觉、身

体活动和脸部表情增加等。饥饿引起哭闹时应及时喂哺，不要强求喂奶次数和

时间，特别是 3 月龄以内的婴儿。一般每天喂哺的次数可能在 8 次以上，刚刚

出生几天之内会在 10 次以上。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家长应该参照喂哺表的乳粉用量和用水量来冲调配方

乳粉，配置得过浓或过稀都不利于婴幼儿的正常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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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家长在用配方乳粉喂养婴幼儿时，如何判断摄入是
否足量？�

在使用配方乳粉喂养时要遵循以下原则：

①回应喂养

初始应回应喂养，新生儿初次备奶量从约 60ml 开始尝试，并根据每次喂

食后期婴儿的反应进行调整，逐渐达到婴儿合适的摄入量。对于满月后婴儿，

建议每天的总奶量根据体重和能量需求估算，每公斤体重约 100~120ml。以婴

儿体重 5kg 为例，按照每公斤体重 100~120ml，每天约需要 500~600ml。婴

儿摄入足够奶量时往往会表现出安静和满足的样子，不会因为饥饿而哭闹。

②按需喂哺 

0~2 月龄婴儿多是按需哺喂，不限定次数；3 月龄后要逐渐进入规律进食的

模式，喂养次数也逐渐减少，特别是夜间，这对培养婴幼儿的良好饮食习惯和

充足睡眠非常重要。

配方乳粉喂养的婴儿易被过度喂养，除了会增加婴儿肠道和肾脏的负担外，

还会使婴儿食量越来越大，体重随之增长过多甚至肥胖。这主要是由于家长存

在错误喂养行为，如担心婴儿吃不饱或尿多而奶液冲调过浓，担心浪费而强迫

婴儿吃完瓶中剩下的奶液等。

除了观察婴儿表现、尿量外，长期和准确判断婴儿摄入是否足量的标准是

连续记录婴儿的生长发育指标，如体重、身长等是否达标（见附图）。家长应

每周到半月测量一次新生儿的身长和体重，6 月龄内婴儿应每月测量一次身长和

体重，7~24 月龄婴幼儿每 3 个月测量一次身长、体重、头围等体格生长指标。

婴幼儿生长有其自身规律，过快、过慢生长都不利于儿童远期健康。婴幼

儿生长也存在个体差异和阶段性的波动，家长不必相互攀比生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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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婴幼儿配方乳粉冲调用水有什么要求？

婴幼儿配方乳粉冲调用水的选择，关键在于安全和干净。根据 WHO/FAO《安

全制备、贮存和操作婴儿配方奶粉指导原则》、WHO《家庭中如何为人工喂养

儿配制乳液》、CODEX《婴儿配方乳粉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乳粉标准（CODEX 

STAN 72-1981）》等相关国际标准和指南，可以选用生活饮用水等安全清洁的水，

经烧开并冷却到适宜温度后冲调配方乳粉。无需刻意追求婴幼儿配方乳粉专用

商品水。

此外还需注意冲调乳粉前洗手消毒、保持冲泡乳粉的台面干净卫生、冲泡

乳粉的奶瓶充分消毒，冲调时需注意乳粉罐的内层盖和取用勺子干净卫生、避

免污染等。不宜用微波炉热奶以避免奶液受热不均或过烫。每次喂哺需配制新

的乳液，冲泡好的乳液应立即喂养。

11. 如何储存婴幼儿配方乳粉？

首先，在购买前仔细检查乳粉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确定乳粉在保

质期内；第二，未开封的乳粉应放置在阴凉干燥处保存。乳粉开封后应放置在

避光、清洁、阴凉干燥的环境中，不宜放入冰箱冷藏，这是由于冰箱内外温度

和湿度差异较大，日常频繁的取放，乳粉更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发生结块

变质；第三，冲泡乳粉时应注意清洁双手和台面，保持干燥，每次取用后应及

时将罐装乳粉用盖子盖严，袋装乳粉用夹子夹紧，避免污染乳粉；第四，乳粉

开封后应尽量在一个月内食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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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0~3 岁男童身长（身高）/ 年龄、体重 / 年龄百分位标准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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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0~3 岁男童头围 / 年龄、体重 / 身长百分位标准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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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0~3 岁女童身长（身高）/ 年龄、体重 / 年龄百分位标准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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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0~3 岁女童头围 / 年龄、体重 / 身长百分位标准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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