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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圈游泳 - 是友是敌 ?



健康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通过促进学校社区内每个人的健康来实现全民教育。本组织

推广教育部门的良好政策和实践，帮助合作伙伴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并提倡以现代

互动式教学方法进行以生存技能为核心的教学指导。现在，人类的相互依赖性与日俱增，

并且需要合作分析那些影响着人类健康与共同生存能力的风险与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始终遵循着这样一种认识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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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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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游泳起源于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大概是 1960 年左右，很多国家都兴起了一股

婴儿游泳的热潮，在前苏联、德国等国家里无数个婴儿在医护人员或者相关从业人员的

监护下，在游泳池、大浴缸或者澡盆里就进行了，这是最初期最原始的婴儿游泳。

婴幼下水  游泳体验

其中俄罗斯著名的产科医生曾经采用科学的“水中分娩法”让孕妇直接水中分娩婴

儿，或者将刚出生几分钟的婴儿直接放入水中，让其自由活动。经过追踪发现这些身体

及早与水接触的婴儿发育良好，体格健壮，头脑聪明。受这一发现启发，世界各地开始

关注婴儿游泳，之后不少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学术团队积极提倡婴儿游泳，并以多种方式

鼓励更多婴儿参与游泳训练。

婴幼习泳  历史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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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常见婴幼儿游泳时所使用的充气式助泳工具，多是穿在腋下的泳圈，或是套

在双臂上的臂圈，很少会见到套在颈上的脖圈。但是在中国，脖圈却是非常普遍，脖圈

和腋圈的一些简单的使用方式和种类我们相对都较为清楚的，但是也许大家没有想过它

为什么能随处可见 ?

婴幼水疗  随处可见

根据观察了解得出简单的几点结论，第一 . 成本低，小区楼下、商场里面、婴童产品

卖场等都可以开设泳馆。只需要几十个平方面积的店面，而且相关设备简单，店内配备 10

来个小浴缸，有条件的会增加一个大浴缸给条件要求相对较高的客户使用。第二 . 操作简便，

随来随游。父母基本上不用忙活，全程会有工作人员协助完成包括更衣。很多父母会很乐

意的，尤其在冬季来说这样的婴童泳馆暖气很足，比自家的条件还好。所以婴儿游完泳后

又相当于洗了个澡，晚上回家都不用再次洗澡了。

泳圈脖圈  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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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低，一般的平民老百姓都能消费的起，均价基本上控制

在 100 元人民币以内，100 元算是顶级的，基本上高端的商场里面的环境才会收取这样的

一个价格，在普通小区楼下办卡后均价大概在 30 元 -50 元之间的价格，属于非常低廉的水

平。所以不管是哪一个阶层的人士都可以消费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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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命意外  必须正视
根据近期视频、新闻所披露的脖圈、腋圈游泳事件显示，意外发生都凸显出脖圈腋圈

游泳的危险因素存在，一是孩子无论大小都能轻易让腋圈侧翻，二是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薄

弱，没有在孩子发生意外的第一时间帮助脱险。造成的原因往往是没有时时刻刻在池边看着

孩子的，或是离开泳池做自己的事的等。

一媽媽帶女儿來到一家嬰幼儿游泳館游泳，本來工作人員給宝宝穿的是

背心式嬰幼儿救生圈，但她觉得太松了，就换了坐式嬰儿救生圈，之后

轉身去拿手机，再回头时，孩子已經溺水。孩子被抢救不及时导致到医

院时已經失去了心跳和呼吸。現在恢復了心跳，但始終没有进行自主呼

吸。也没有任何意识。

≤揪心！小孩溺水掙扎了 72 秒竟没人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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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以为套上泳圈就是安全了，也没想过它会漏气或者卡扣松脱，其实游泳圈不等于

救生圈。大部分意识薄弱的家长会把孩子的安全交给工作人员手上，然后自己就去忙自己

的事情了。甚至有部分家长是会等孩子游完泳才会回来。造成这样子的原因是因为家长们

根本不清楚风险的存在，普通的脖圈材质比较薄抗压能力低，容易漏气侧翻。即使是腋下

圈宝宝身体前倾也是最容易导致危险发生的，孩子会整个反过来，头部进到水里。增加溺

水的可能性，其实短短的几分钟就有可能造成悲剧的发生了。

≤又一起！幼儿园孩子溺水无大发現！≥

河北张家口市某花园幼儿园上游泳课时，一名不足三岁的幼儿溺

水，老师在游泳池外多次巡查走过未发现，家长通过手机看到幼

儿园监控里孩子溺水，打电活給幼儿园其他老师才将孩子捞出。

此时孩子已经头向下在水里两分钟，脸色发紫，只有一点微弱心

跳，家长带孩子辗轉各医院，抢救历时一个多月，才捡回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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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溺水  不可不防
按现时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的调查数字显示，溺水是世

界各地非故意伤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占儿童意外死亡事件的 57%；在中国，溺水是酿成

5 岁以下儿童死亡和受伤事故的主要原因。

自古以来，欺山莫欺水原本是中国人传统的智慧，当我们了解现今溺水的问题仍然严

重后，希望家长们在安排婴幼儿玩水、游泳前，能够洞悉到各种已存在的风险，包括现场

环境、水深，及游泳辅助工具本身的限制和存在隐患，事前做足一切安全措施，以确保宝

宝在玩水及游泳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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嘻水习泳  各不相同

家长们安排他们的婴幼儿玩水、游泳，当中主要原因不外是是想藉玩水、
游泳的活动去亲子、想为宝宝提供玩耍，或是想锻炼宝宝身体的发育成长。但是美国儿

科学会曾建议

1 岁以下儿童不适合游泳
4 岁以下儿童不适合学习游泳

因为他们身体发育的情况还未适合游泳或接受游泳训练。

现在社会已经把婴儿游泳的益处推广得很好了，人人都知道游泳好，不管是对什么年龄
的人都起到一个增强体质的作用，包括老人小孩。但是却往往忽略了对婴儿而言其实是

很危险的！危险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具体的危机基本能归类成几个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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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活动  毋需泳具
如果想藉着玩水、游泳的活动尽情亲子，家长可以带同宝宝到浅水玩水池，让宝宝坐着
玩水，亦可全程用手托住宝宝，前往稍微深水处一起玩水。家长若能全程陪伴着宝宝玩

水、游泳，便不需要为宝宝穿着任何助泳工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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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气泳具  濳在危机

家长为他们不懂游泳的婴幼儿穿上各类助泳工具，好让宝宝自行游泳时，

能把头部露出水面呼吸。最常见的充气式助泳工具是用塑料做的，它们廉宜、轻便、舒

服，和储存方便，但临床也有见幼儿对塑料助泳工具过敏，或泳圈摩擦过度导致皮炎的，

家长对此要多加留意。

此外它们外表材料质地柔软单薄，一旦助浮工具碰到尖、硬对象时，气室便会穿破，只

适合在静水及没有尖锐硬物的环境下使用。充气式助泳工具也有双气室设计的，制造商

把传统的一组气室，造成独立的两组气室，当其中的一组气室穿破了，还有另一组后备

气室可为泳者提供多一层的助浮保障。如果在流水湍急及存有尖硬对象的恶劣环境下，

有硬外壳的救生圈才能真正保证用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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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心浮心  改变稳性
首先，让我们探讨一下重心、浮心，与稳性的关系：

重心： 一件对象的重心，是该对象因地心吸力所引发向下的力点，亦是其重量的中心点。一个人

的重心，本来是贴近身体的中心点，因为人体的密度和水相若，泳者身体浸在水里的重量

已被水的浮力所抵消了，因此泳者身体的重心也随着而改变，身体露出水面的中心点成为

新的重心。

稳性： 一件浮物的浮力大于一件对象的重量，就可以承载该对象。当对象的重心位于浮心范围内，

稳性属于正常，不会倾覆，对象的重心越低，稳性也会越大。但当一件对象的重心偏离

及超出浮心范围时，便会做成不稳现象，导致倾覆。

浮心： 一件浮物的浮心，是指该浮物在液面下被覆盖体积的㡬何重心，因液体的浮力所发出向上

的力点。浮物的浮心会随着浮物所载重物的布局而改变。

    15



     

让我们逐一分析这三种最常见的充气式泳圈本身潜在的问题，

它们在水中的稳性，并对婴幼儿在水中安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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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下浮圈  千奇百怪
幼孩穿着腋下浮圈，身体容易处于游泳位置，发生呛水的机会也较低，所以被最多泳

者广泛地使用。腋下圈的结构是供胸围达到 40 厘米以上，体重又不超过四十斤的幼孩使用，

可分为有安全带和无安全带两类型，穿着有安全带那种浮圈，可确保孩子在水中做任何动

作也不会令泳圈挣脱，一些身形较细小的孩子，也不会因身躯与浮圈的空隙太大而溜脱浮

圈；一般来说，气囊较大容量的腋下浮圈的稳性也较佳。

按幼孩的身躯结构比例，上身较下身重，令他们整体的重心都是处于徧高位置，较容

易形成不稳，幼孩使用游泳圈时，应尽量保持平稳向前滑行，避免身体太大摇摆或前后翻

身，导致失去重心而倾覆。当幼孩翻入水中的身体被浮圈卡住，很难自行

复正，除非有实时救援，否则会做成遇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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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圈是一对穿着的，婴幼儿穿上臂圈

后，合并的浮心大概处于两个臂圈的中间

位置，浮心会随着泳者双臂的活动而改变，

较难掌握，也容易产生不稳现象。

臂圈是供年龄较大和熟悉水性的儿童

使用；婴幼儿双臂较幼小，臂圈没法窂固

套在双臂上，他们一提高双手时，臂圈便

很容易向上溜走了，并不安全，因此不适

合给婴幼儿使用。  

臂圈轻巧  容易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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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圈贴身  看似安全
脖圈是设计给体重在 30 斤内的婴幼儿使用，穿着时，脖圈承托着婴幼儿的头部，令到他

们身体重心整体下降了，稳性也相应地提高，减低了倾覆的机会，本来是好的，但是婴幼儿如果

在水中身体有较大动作，又或突然转身时，脖圈便有机会危害他们脆弱的脊椎神经系统，过紧的

脖圈也会压迫婴幼儿气管，引发窒息；当它压着孩子颈动脉窦时 ( 参图 )，可发生压力感受性反射，

导致宝宝血压下降、心率减慢、脑部缺血、昏厥，甚至死亡。

此外，万勿把穿着了脖圈的婴幼儿从任何的高度抛入水中，或容让他们从任何的高

度跃进水中，此举会令到水所产生的浮力在脖圈转化成为猛烈向上的推

撞力，冲击婴幼儿脆弱的颈椎，令其神经线受伤甚至断裂；从愈高的高

度落入水中，所构成的危害也就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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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奥秘  不可逆转
小宝宝全身的重量都受力于颈部，会给柔弱的

颈部肌肉造成很大的压力，很容易导致宝宝呼吸不

畅。当了父母的朋友想都会比较清楚，特别是 3 个

月以下的宝宝脖子是完全没有力量的，且小宝宝的

肌肉纤维密度是非常低的，所以大家会发现摸上去

软软的，或者是你根本感觉不到宝宝的小肌肉。这

样子脖子没有肌肉力量的支撑相对也是比较容易受

伤的，而且泳圈松紧度调整的不好的情况下如果过

紧了很容易让宝宝吸不上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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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宝的脖子比较短，脊椎发育不成

熟，套了脖圈以后脖子只能一直保持同一个

姿势，头部后仰，这样给脊椎赵成了负担。 

宝宝的重心位置一直保持在上身及头部位

置，等于说全身的重量都负担在这一区域了，

造成的压力负担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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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稳患  风险评估

   在国外常见婴幼儿游泳时所使用的充气式助浮圈，多是穿在腋下的泳圈，或是套在双臂
上的臂圈，很少会见到套在颈上的脖圈。但是在中国，脖圈却是非常普遍，常见家长在他
们的婴幼儿穿上脖圈游泳。同时很遗憾的是现在脖圈、腋圈游泳还是烂大街的状态，往往
是庞大的贪图低廉价格的消费群体衍生出来的大“产品”。怎样改变此局面 ? 我们认为还

需要业内人士不断努力的去纠正观念、建立规范经营及重视安全的婴幼儿的游泳体验。

潜在危机  后果严重

    可是，美国医生认为用游泳脖圈会危害婴幼儿脆弱的脖子及脊椎神经系统，所以美国是
禁止使用游泳脖圈的。让我们先来探索一下婴幼儿游泳穿着脖圈存在的危机，再自行决定

是否采用。



产品缺陷  跨国回收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过往也曾召回已出口的问题产品 :
     

( 数 据 源 :  http://dpac.samr.gov.cn/xfpzh/xfpgwzh/adly/201707/t20170731_70879.

html, http://dpac.samr.gov.cn/xfpzh/xfpgwzh/adly/201904/t20190422_83269.html & 

http://dpac.samr.gov.cn/xfpzh/xfpgwzh/adly/201904/t20190422_832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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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新知  正确判断
很多人都知道脖圈游泳、腋圈游泳。但详细的大家也许没有去了解过了。其实利

用脖圈或腋圈游泳都是可以称之为婴儿游泳的体验。而这类型泳圈是国内近年来转为

新生儿和婴幼儿所设计的。它的一个使用方法就是简单的套在颈部或者腋下就可以了，

同时让宝宝在水中进行全身运动。这样就达到了所谓的婴儿游泳体验。那么它是怎样

区分使用的？ 6 个月的宝宝就会套在脖圈里进行游泳体验，6 个月以上的宝宝因为小

脑袋有支撑能力了，所以可以选择使用腋下圈进行游泳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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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圈、腋圈的品种也是多种多样的，而市面上接触较多的有几种，其中单气囊、

双气囊、四气囊的相对较为常见的。气囊的多少主要目的在于其舒适度的、浮力的调

节等。腋圈游泳圈也有两种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是背心款、一种就是坐式游泳圈了。

在使用上脖圈就区分两种型号，一种是均码另一种就是 L 码。均码的内径为 8.5

公分左右（适合 0-6 个月使用，可以调节松紧大概在 0.5 公分的范围内）。L 码的内

径为 9.5 公分左右（适合 5-15 个月的孩子使用，同样可以调节松紧 0.5 公分的范围）。

腋圈就区分成 3 个种类的尺寸，S、M、L，按体重和腰围去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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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考虑  审慎采用
如果选择使用婴幼儿游泳脖圈，务请小心留意以下各项安全事项：

□ 使用婴幼儿游泳脖圈前，要检查脖圈是否漏气，可以把脖圈充满气后按下水中，如

在同一地方不断有气泡放出则表示该处漏气，该脖圈便绝对不能使用。

□ 检查脖圈充气量是否适中，充气过少会导致浮力不足，也会令脖圈无法套紧婴幼儿

的颈项，令他们溜滑进水里；充气过多则会压迫颈项和气管。

□ 为宝宝穿着脖圈最理想的地方是在水中；将脖圈轻力左右分开，让宝宝先抬头，再

把脖圈慢慢套入宝宝的脖颈处，旋转脖圈，令下颌槽位于宝宝下颌处，( 如有搭扣

可扣紧搭扣 )。

□ 穿好后，检查宝宝颈项与脖圈内径是否松紧适当，如果有空隙，需要加毛巾垫一垫。

□ 下水后，为避免宝宝的脖颈承受过大压力，父母不应用手牵动脖圈来移动水中的宝

宝，全程应该采用托住宝宝臀部去移动水中的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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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救技术  及早掌握
幼婴儿是没有安全意识的，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也不能在发生意外时自救。所以

无论是在那里玩水或游泳，家长必须全程在旁全程监护，如察觉到助浮工具有气囊漏气、

穿破，或有倾覆意外时，可以实时提供帮助及救援。无谁时间怎样短，也别让幼儿独自

玩水 ( 包括家中浴缸 ) 或游泳，或只让幼儿与其他孩子逗留在水里。

家长们应该尽可能学会游泳，水中救援，做心肺复苏，能够学会在婴幼儿发生遇溺

意外时，尽快救援，并知道如何处理遇溺伤者及寻求帮助。最后，西方国家已经使用了

很长时间的婴儿自救术（Infant Self-Rescue）技能，这对于婴儿的水上体验特别有用，

作者希望在另文中再详细介绍 I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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