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哺
乳
授
乳
的
范
本

什么是“哺乳授乳的范本”？ 奶嘴

Combi奶瓶的初衷是尽量接近母乳的
喂奶方式，还原母乳喂奶。为了让新
手妈妈可以放心使用，让吸吮力道不
同的宝宝均可适用，我们对母乳的喝
奶与喂奶方式进行了研究，开发出了
teteo(简易)宽口径奶瓶。
希望它能够“促进哺乳运动，帮助健
全的口腔发育”，并作为帮助母乳育
儿的辅助用品，成为初次喝奶的宝宝
与初次喂奶的妈妈的“范本”。

teteo(简易)宽口径奶瓶特有的形状，是能够让舌头充分活动起来
的形状。
宝宝嘴部的活动是非常微妙而活跃的。这种活动会在吸妈妈的奶
时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使用人工奶嘴时，为了不让宝宝忘记喝
母乳的方法，我们要尽量使其还原相同的喝奶动作。
因此我们采用了有一定角度的、上下非对称的形状，让宝宝含在
嘴里就能自然地保持正确姿势。且不同尺寸的奶嘴前端的形状也
不同。

宝宝的嘴巴会随着宝宝的成长而逐渐发育。我们根据嘴巴的发育
情况，准备了2种尺寸规格的奶嘴。
可能有人会认为妈妈的奶头只有一个，为什么需要2种规格呢？
因为妈妈的奶头也会随着宝宝的喝奶方式以及成长、发育情况，
在形状和营养上发生变化。
但人工的奶嘴却无法模仿妈妈柔软的奶头。
所以，我们根据宝宝的成长状况，准备了2种尺寸规格的奶嘴。

为了带给宝宝与喝母乳时相同的感觉，我们将奶嘴的孔数做成了
3个而非1个。
可能有人会觉得“3个孔的话会不会出奶量太大？”
其实并不会。因为每个孔都很小，让宝宝可以一点一点慢慢地喝。
并且不容易直接碰到喉咙，而更容易与唾液混合。

能够引导喝奶方式

配合宝宝的个性与成长

不给宝宝的胃造成负担

形状

尺寸

孔数

teteo(简易)宽口径
奶瓶的形状与尺寸规格

上唇侧

S号

M号

S号

M号

习惯了S号之后使用的型
号。也有些宝宝刚出生便
可使用。

宝宝体重增加，嘴巴力道
增强后可换成M号奶嘴。
为了让宝宝的力道可以吸
扁奶嘴，我们把前端设计
成了圆形。

0个月  1.5个月  3个月               18个月

S号

M号 2/3个月～18个月左右

0个月～3个月左右

在约1.5个月之前，对喝奶的宝宝和喂奶的妈妈而言，都是一个喂奶的训
练期。另外，约1.5个月之前的宝宝喝奶是一种反射性的行为，并不能很
熟练地控制饮用量。应注意不要喂奶过多。
※约2/3个月的时候可变为根据食欲控制喝奶量的“自律授乳”。

如何成为范本… 母乳

100ml刻度的秘密 母乳育儿成功的“小锦囊”

Combi的授乳理念是以少量为基本。
这是母乳育儿成功的秘诀。
大家知道喂奶方法中“混合授乳”这个词吗？
“混合授乳”容易被单纯地理解为母乳和奶粉一起喂，
但具体方法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在喂食母乳后，觉得不够的量再喂奶粉补足。
另一种是单次喂奶只喂母乳或只喂奶粉，两种交替喂食。
而事实上，让母乳育儿获得成功的是第一种方法，不够
的量再喂奶粉补足。

宝宝授乳的原理

宝宝具有本能地去喝奶的能力。
teteo(简易)宽口径奶瓶为了自然地引导出宝宝本
身所具有的这种能力，在很多方面下了功夫。

吸附
嘴巴紧紧地

贴住

吮吸
舌头活跃地

运动

吞咽
能够咽下
适宜的量

吮吸

吸附

吞咽

节奏 吸附后，有节奏地重复吮吸与吞咽动作。

能够让嘴巴张大的“大口径”

能够引导舌头活动的“柔软线条”

能够自然地咬住奶嘴头并喝奶
的角度“引导咬合”

不用卷起上唇便可让嘴部紧密
贴合的“直线”

正好贴合上颚凹陷部位的“吻
合线条”

正好贴合上颚凹陷部
位的“吻合线条”

首先，让宝宝直接从妈妈的奶头喝母乳是很重要的。
通过宝宝喝奶的动作，妈妈的奶头可以感知“需求量”
来生产母乳。所以应该尽量增加宝宝吮吸奶头的时间。
之后，不足的量再用奶粉补充。补充时所需的量基本不
会超过100ml很多。
所以，teteo(简易)宽口径奶瓶上面的100ml刻度承载了
我们希望母乳育儿获得成功的心愿。

teteo(简易)宽口径奶瓶也绝对比不上妈妈的母乳。大家都应该充分理解母乳有多好了吧。
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一些让母乳育儿成功的小窍门……。希望妈妈们不要思虑过度，用轻
松愉快的心情享受母乳育儿吧！

喂奶粉的时候，不要一次性
喂太多。
（睡前多喂点… ×）

全喂奶粉时，应每隔3小时
少量喂食，不应该一次性
大量喂食。

让宝宝刺激奶头，使其产出母乳
（想要达到这个效果，要左右两
边奶头都给宝宝喂奶）

母乳可以在宝宝想喝的时
候就喂，不用在意次数。

觉得不安时不要独自烦
恼，应找专家咨询。

想要喝奶

宝宝发出
的信号

不单单
是哭！

康贝（上海）有限公司  www.combi.com.cn

大家都知道宝宝饿了
会哭，但其实除了哭
以外，宝宝还会发出
其它的信号。
嘴巴作出类似喝奶的
动作，发出类似吸奶
的声音，把手放进嘴
里等等。
妈妈们可以在看见这
些信号的时候喂宝宝
喝奶。



洗净方法 冲调

Combi teteo(简易)宽口径奶瓶

PPSU奶瓶／耐热玻璃奶瓶
160ml附带S号奶嘴／240ml附带M号奶嘴

使用说明书
使用目的与注意事项

各部分名称（材料） 奶嘴

本产品适用于给宝宝喂奶或其它饮品。请勿用于其它目的。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正确理解产品的使用方法。
请将本使用说明书妥善保管在随时可取阅的地方。

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请注意下列事项，防止烫伤或受伤。

奶瓶必须清洗、消毒或杀菌。

第一次使用之前，也必须进行清洗、消毒或杀菌。

瓶盖

螺牙

奶嘴

垫片

瓶身

奶嘴针

瓶盖、螺牙、奶嘴、垫片

图示为S号
奶嘴。

喂奶时让这个
标记朝上。

底板上标有
尺寸规格。

teteo(简易)奶嘴有2种尺寸规格。

160ml的配有S号奶嘴，240ml的配有M号奶嘴。

尺寸 对象月龄奶嘴孔形状，个数

圆孔·3个 0个月～3个月左右

圆孔·3个 2/3个月～18个月左右

宝宝习惯了一个奶嘴后会不喜欢用新的奶嘴。请准备2个以上相同尺寸规格的奶嘴
交替使用。

奶嘴是消耗品。一个奶嘴使用时间过长，会失去弹性，无法进行正确喂奶。 并有
可能破裂引起意外事故。
两个交替使用时，更换频率大致为1个月。

请务必购买teteo(简易)奶嘴。该奶瓶只能使用同型号的配套奶嘴。

请参考正面“奶嘴”部分的内容。

有些宝宝牙齿的形状或咬奶嘴的方式可能容易使奶头损伤或产生裂纹。奶
嘴损伤后可能破损，即使损伤不大，也必须更换新奶嘴。

奶嘴和内盖请勿长时间让阳光直射。

垫片

外出时，为了防止灌入的热水漏
出，请在奶瓶上装上垫片再使用。
将垫片的“上面”文字朝上，拧
紧螺牙。

喂奶时请取下。

标有“上面”。

垫片

使用时请将垫片上的“上面”
文字朝上。组装不完整可能会
造成液体泄露并导致人员烫伤。

使用垫片时，若横放或倒放奶
瓶，内部液体也有可能会渗漏。
会弄湿包包等，若是高温的热
水或饮品，还有可能造成烫伤。

在盖着垫片的状态下摇晃或撞
倒奶瓶，高温的热水或饮品可
能会导致瓶内压力升高，造成
内部液体渗漏或喷出。

第一次使用之前，请务必进行清洗、消毒或杀菌。
请勿使用洗碗机或餐具干燥机。

喂奶后，应马上把各个部件拆开浸泡在温水里，用柔软的海绵和适用餐具的中性
洗洁剂清洗干净。

奶嘴应使用奶嘴专用清洁刷清洗内侧，奶嘴孔应搓洗干净，用配套的奶嘴针做好
护理。
瓶子的内侧应用奶瓶专用的刷子仔细清洗。

teteo(简易)奶嘴专用奶嘴针的用法

奶嘴孔或气孔堵塞或贴在一起会导致奶嘴变扁或很难喝奶等。清洗和喂奶时，
请用配套的奶嘴针来做护理。

奶嘴孔 气孔

奶嘴

奶嘴孔

奶嘴针

用奶嘴针细的一端插入3个奶嘴孔。

奶嘴

气孔

奶嘴针

用奶嘴针粗的一端插入气孔，轻轻转动。

洗净后应进行消毒或杀菌。
第一次使用之前，也必须进行清洗、消毒或杀菌。
可以用煮沸、药剂、微波炉等方法进行消毒或杀菌。
请勿使用洗碗机或餐具干燥机。

煮沸消毒

组装

授乳方法

药剂消毒／杀菌

微波炉杀菌

将奶瓶放入装满水的大锅中，煮沸。让水进入瓶内。水
沸腾后，将其它部件也放入，再煮沸2～3分钟。

请使用哺乳用品可用的药剂。详情请遵照各种药剂的使
用方法。一些药剂成分可能会造成硅橡胶的零部件变白，
或瓶上印的字迹变淡。

请使用哺乳用品可用的杀菌设备。详情请遵照各设备的
使用方法。

●采用煮沸方法时，请在水煮沸的状态下放入瓶
子。温度的急剧变化可能会导致瓶子破损、破裂。
●煮沸时间请勿超过3分钟。过度煮沸会加速产品
老化。●煮沸时若用的锅太小，各部件可能会贴
在锅边造成变形。●煮沸时请勿使用碱性制水器
等制出的酸性水，否则可能导致字迹剥落。●长
时间浸泡在药剂中或药剂浓度过高，会导致硅橡
胶材质的零部件老化。●微波炉杀菌或煮沸消毒
后，产品的温度会很高，请注意不要烫伤。●请
勿将微波炉杀菌或煮沸消毒后处于高温状态下的
瓶子急速冷却，否则可能导致其破损或破裂。●
请勿漂白。否则可能导致瓶子变色、字迹剥落或
变淡。

●喂奶后应马上清洗干净，防止细菌或霉菌等繁殖。●请勿使用鬃毛刷、海绵
刷的较硬部位、带研磨剂的塑料刷、金属刷等。尤其是塑料材质的奶瓶，不能
使用玻璃材质奶瓶用的塑料刷。否则可能损伤产品表面、造成字迹剥落或变得
不透明等。●不可使用碱性制水器等制出的酸性水，否则可能造成字迹剥落。
●轻度撞击可能也会导致玻璃材质奶瓶的瓶口出现破裂或缺口。清洗时应小心
操作。●配套的奶嘴针请放在宝宝手够不到的地方妥善保管，防止误食或受伤。

●倒入热水时，奶瓶会变热。请使用干净的毛巾等包裹。●请不要在宝宝身
边调奶。●喂奶前请先确认奶的温度。●调奶时不要上下晃动奶瓶，否则奶
可能会从奶嘴孔溅出。●请正确组装奶瓶。若组装不完整，奶嘴可能会从螺
牙中掉落，造成里面的饮品洒落。●若在盖着内盖的状态下摇晃或撞倒奶瓶，
高温的热水或饮品可能会导致瓶内压力升高，造成内部液体渗漏或喷出。●
使用内盖时，若横放或倒放奶瓶，内部液体也有可能会渗漏。●请避免奶瓶
遭受掉落、被撞倒等冲击。否则可能会造成产品破损，人员烫伤或受伤。●
用微波炉消毒或煮沸消毒后，应注意产品温度会很高。

●宝宝有时会做出意外的行为，使用时请勿离开监护人视野范围。●请将其
放在宝宝够不到的地方保管。●请勿放在明火旁边，否则可能导致其变形、
破损、破裂等。●每次使用之前，请确认瓶子有无损伤、裂缝、裂纹、缺口、
变形等。尤其是瓶口，稍微碰撞就有可能产生裂缝、缺口等。若发现上述情
形，请立即停止使用。否则可能造成瓶子破裂，使得人员烫伤或受伤。●抓
着瓶盖部分拿起或摇晃奶瓶时，可能瓶盖会松开，造成奶瓶掉落。

消毒·除菌方法

●冲调前必须先洗手。
●具体的冲调方法，请遵照各奶粉厂家的冲调说明。
●请使用沸腾后再晾至70℃以上的热水冲调。
 （具体请参照奶粉冲调备注）
●倒入热水时瓶子会变热，请使用干净的毛巾等包裹。
●瓶身的刻度请作为参考。需要精确测量时，请使用其它容器。
●想要冷却时，可用自来水冲洗瓶身。注意不要让奶嘴沾到水。

1.把奶嘴装在螺牙上。 2.把螺牙放在瓶口上拧紧。

装好后，确认奶嘴完全
从螺牙中露出，且螺牙
内的底板部分没有翘起。

底板

冲调、喂奶时
应确认奶嘴和
螺牙是否正确
组装。

请勿使用微波炉加热放在奶瓶中的用来冲调奶粉的热水。可能会因
爆沸现象（※）造成热水飞溅。
※爆沸现象：过热的水受到振动后突然沸腾的现象。

●倒入热水后，奶瓶会变烫，请小心烫伤。●请不要在宝宝身边冲
调奶粉，防止烫伤宝宝。●冲调时不要上下摇晃奶瓶，否则热水可
能会从奶嘴孔中溅出，造成烫伤。●一定要拧紧螺牙。若组装不完
整，奶嘴可能从奶嘴圈中脱离，造成内部液体漏出，引发意外事故。
●请注意若将奶瓶倒放，瓶内液体会从奶嘴孔中流出。●请不要在
使用热水冲调后急剧冷却，剧烈的温差变化会造成产品破损或破裂。
●抓着瓶盖部分拿起或摇晃奶瓶时，可能瓶盖会松开，造成奶瓶掉
落。●请不要将冲调好的奶粉放在奶瓶中放入微波炉中再加热。加
热不均可能会导致宝宝烫伤。

●奶粉冲调好之后请凉至40°C～ 45°C给宝宝
  食用。

滴2～3滴奶在手腕内侧，略微觉得温的程
度是最适合的温度。

把宝宝抱起来喂奶。

确认授乳温度

喂奶时

奶嘴的朝向

授乳时间

喂奶时，让▲标志朝上。

▲标志

鼓起部分大的一端朝下

一般参考时间为15～20分钟。建议和喂母乳的时间
大致相同。

●喂奶前一定要先确认奶的温度。
  否则有可能烫伤宝宝。
●喂奶前一定要确认奶瓶是否正确组装。
  若组装不完整可能会造成液体漏出或奶嘴脱落。

要点 ●确认咬着奶嘴的时候宝宝上唇没有卷起，能够
  清楚看见。
●奶嘴的孔和气孔因材质原因可能会堵塞或粘
  住，导致无法发挥该有的功能。喂奶时请用配
  套的奶嘴针进行护理，确保其没有堵塞或粘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