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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产后早吸吮对完全母乳喂养的重要性 

吴巧琳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医院产科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对顺产后早吸吮对完全母乳喂养的重要性进行分析。方法 本次实验对象为本院分娩产

妇，实验时间集中在 2018 年 9 月-2020 年 8 月，共计 150 例产妇参与本次实验中来。在实验过程中，所选

产妇均接受早吸吮，医护人员应对不同时间段吸吮产妇的感受、新生儿吸吮能力、完全母乳喂养情况进行

分析及对比。结果 系统分析本次实验，早吸吮过程中，感受到愉悦感的产妇占比为 90.00%，感觉不适的

产妇占比为 10.00%，子宫收缩产妇占比为 78.00%；对本次实验展开分析，新生儿吸吮能力优良概率随着

早吸吮时间的延长不断降低，在产后半小时实施早吸吮的新生儿吸吮能力优良概率为 88.00%，产后 1 小时

实施早吸吮的新生儿吸吮能力优良概率为 74.00%，产后 2 小时实施早吸吮的新生儿吸吮能力优良概率为

64.00%，数据之间差异凸显，（p＜0.05）；产后半小时、产后一小时、产后两小时进行早吸吮的产妇完全

母乳喂养概率分别为 92.00%、78.00%及 70.00%。结论 顺产后早吸吮对完全母乳喂养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早吸吮在减轻产妇的痛苦、提高新生儿吸吮能力优良概率、促进完全母乳喂养概率方面作用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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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ce of early sucking after delivery for complete breast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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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early sucking after normal delivery to complete 
breastfeeding. Methods: The subject of this experiment was the parturient women in this hospital. The experiment 
time was concentrated from September 2018 to August 2020. A total of 150 parturients participated in this 
experiment. During the experiment, the selected parturients all received early sucking, and the medical staff should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feelings of suckling parturients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the sucking ability of the 
newborn, and the status of complete breastfeeding. Result: According to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is experiment, 
during the early sucking process, 90.00% of the parturients who felt pleasure, 10.00% of the parturients who felt 
unwell, and 78.00% of the parturients with uterine contraction; , The probability of good sucking ability of 
newborns continues to decrease with the extension of early sucking time. The probability of good sucking ability of 
newborns who perform early sucking half an hour after delivery is 88.00%, and the probability of good sucking 
ability of newborns who perform early sucking 1 hour after delivery is 74.00. %, the probability of having good 
sucking ability of newborns who performed early sucking 2 hours postpartum was 64.00%,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ata were prominent (p<0.05); mothers who had early sucking half an hour after delivery, one hour 
after delivery, and two hours after delivery were completely breastfed The probabilities are 92.00%, 78.00% and 
70.00%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Early sucking after normal deliver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omplete 
breastfeeding. Early sucking plays a prominent role in reducing the pain of the parturient, improving the probability 
of a good sucking ability of the newborn, and promoting the probability of complete breast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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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众物质生活水平

显著提升，母乳喂养受到了较高的关注。母乳喂养

能够为婴儿提供成长所需的必要营养，而且能够满

足婴儿的心理需求，增强婴儿自身的抵抗力，保证

婴儿的健康成长。这种情况下，早吸吮在产科临床

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

绩。因此，对顺产后早吸吮对完全母乳喂养的重要

性进行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共计 150 例产妇参与

其中，详情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对象为 150 例产妇，实验开始时间为

2018 年 9 月，终止时间为 2020 年 8 月。所选产妇

年龄中间值为（26.5±4.8）岁，产妇年龄上限为 35
岁，年龄下限为 20 岁，妊娠时间最短为 37 周，最

长为 41 周。不同时间段早吸吮产妇一般信息之间差

异微小，（p＞0.05）。纳入标准：产妇均为顺产；

产妇均具备配合实验的能力；伦理委员会准可进行

本次实验；自愿参与原则是本次实验开展的基础和

前提。排除标准：产妇中途退出；产妇亲属中断本

次实验；产妇身体出现其他影响实验的异常情况[1]。 
1.2 方法 
在实验过程中，所选产妇均接受早吸吮，三组

产妇接受早吸吮的时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在产妇入

院时，医护人员应向产妇及其亲属详细讲解母乳喂

养相关知识，帮助产妇认识和掌握母乳喂养相关知

识，以此应对产妇及其亲属的信任和支持，为后续

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护理人员应对产

妇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产妇正确看待分娩及母乳喂

养，激发产妇的母性，消除产妇的负面情绪。在分

娩结束后，医护人员应对新生儿相关指标进行监测，

并观察新生儿的临床表现，在确保新生儿健康的基

础上实施早吸吮，并在早吸吮的过程中对产妇的感

受进行分析和记录，评估新生儿的吸吮能力[2]。在

早吸吮结束后，医护人员应对产妇进行一周的随访，

对产妇及新生儿的情况进行记录，统计产妇完全母

乳喂养情况。 
1.3 判断标准 
对不同时间段吸吮产妇的感受、新生儿吸吮能

力、完全母乳喂养情况进行分析及对比。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实验中涉及到的数据均由 SPSS21.0 工具

进行分析及处理，（x±s）用于指代计量资料，（n）
用于指代计数资料，（P＜0.05）表示数据差异较为

突出[3]。 
2 结果 
2.1 所选产妇早吸吮感受 
系统分析本次实验，早吸吮过程中，感受到愉

悦感、感觉不适及感到子宫收缩的产妇人数分别为

135 人、15 人、117 人，占比分别为 90.00%、10.00%
及 78.00%。 

2.2 不同时间段早吸吮新生儿吸吮能力优良概

率 
对本次实验展开分析，新生儿吸吮能力优良概

率随着早吸吮时间的延长不断降低，在产后半小时、

产后 1 小时及产后 2 小时实施早吸吮的新生儿吸吮

能力优良概率分别为 88.00%、74.00%及 64.00%，

数据之间差异凸显，（p＜0.05）。详情见表 1。 

表 1 不同时间段早吸吮新生儿吸吮能力优良概率 

组别 
人数 
（n） 

较好 
（n） 

一般 
（n） 

较差 
（n） 

优良概率 
（%） 

产后半小时 50 19 25 6 88.00 

产后 1 小时 50 17 20 13 74.00 

产后 2 小时 50 13 19 18 64.00 

2.3 不同时间段早吸吮产妇完全母乳喂养情况 
产后半小时进行早吸吮的产妇完全母乳喂养概

率为 92.00%，产后一小时进行早吸吮的产妇完全母

乳喂养概率 78.00%，产后两小时进行早吸吮的产妇

完全母乳喂养概率为 70.00%。 
3 讨论 
近几年，母乳喂养受到了较高的关注，卫生部

门也对零到六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在临床上鼓励和引导

产妇进行母乳喂养，以期能够保证新生儿的健康。

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新生儿母乳喂养率得到了显

著的提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民众生活节奏

不断加快，而且民众对母乳喂养的了解较少，我国

婴儿母乳喂养情况仍旧不够理想，母乳喂养概率还

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对婴儿的健康造成造成了较大

的威胁，护理工作仍需进一步改进[4]。初乳在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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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疸等疾病中有着显著的效果，而且能够帮助新生

儿排便，对新生儿的健康成长有着较大的帮助，护

理人员应帮助产妇及其亲属认识到初乳的重要作

用，进而保证母乳喂养的质量[5]。早吸吮是指在分

娩结束后半小时引导新生儿吸吮产妇乳头，进而加

强产妇与新生儿之间的联系，促进母子之间的感情，

减轻产妇的痛苦。而且早吸吮能够刺激产妇分泌泌

乳素及催产素，进而为母乳喂养打下良好的基础[6]。

共计 150 例产妇参与 2018 年 9 月-2020 年 8 月期间

的实验，目的是对顺产后早吸吮对完全母乳喂养的

重要性进行分析。在本次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将

产妇分为不同的小组，在不同时间段实施早吸吮[7]。

系统分析本次实验，早吸吮过程中，共计 135 例产

妇感受到愉悦感，15 例产妇感觉不适，117 例产妇

感到子宫收缩，占比所选产妇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90.00%、10.00%及 78.00%；对本次实验展开分析，

新生儿吸吮能力优良概率随着早吸吮时间的延长不

断降低，在产后半小时、产后 1 小时及产后 2 小时

实施早吸吮的新生儿吸吮能力优良概率分别为

88.00%、74.00%及 64.00%，产后半小时早吸吮中新

生儿吸吮能力表现较好、一般及较差人数分别为 19
人、25 人及 9 人，产后 1 小时早吸吮中新生儿吸吮

能力表现较好、一般及较差人数分别为 17 人、20
人及 13 人，产后 2 小时早吸吮中新生儿吸吮能力表

现较好、一般及较差人数分别为 13 人、19 人及 18
人，数据之间差异凸显，（p＜0.05）；产后半小时

进行早吸吮的产妇完全母乳喂养人数为 46 人，概率

为 92.00%，产后一小时进行早吸吮的产妇完全母乳

喂养人数为 39 人，概率 78.00%，产后两小时进行

早吸吮的产妇完全母乳喂养人数为 35 人，概率为

70.00%。实验结果显示，顺产后早吸吮对完全母乳

喂养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8]。 
本次实验表明，早吸吮在减轻产妇的痛苦、提

高新生儿吸吮能力优良概率、促进完全母乳喂养概

率方面有着十分理想的效果，护理人员在实际工作

中应高度重视早吸吮的作用，并积极在产妇护理中

加以实践，进而为产妇提供更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保证产妇及新生儿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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