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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诺尔康人工耳蜗植入者术后长期
康复效果分析
于丽玫

李佳楠

【摘要】

王丽燕

王倩苗艳

申敏

张阳

韩睿杨仕明

薛静魏佩芳

目的观察儿童诺尔康人工耳蜗植入患者术后３年的康复效果，评价该国产人工耳蜗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２０１ １年４月至６月植入诺尔康晨星人工耳蜗系统的双侧重度或极重度感
音神经性聋患儿６０例，植入年龄１２～７１个月，平均（３９。６±１８．９）个月。所有植入患儿术后３～４周
开机，并在开机后３个月、１年、２年和３年定期随访，对人工耳蜗装置的使用情况和工作状态进行跟
踪，同时对其听觉康复效果进行评估，并应用ＳＡＳ ９．１３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６０例患儿均
手术成功，开机后能坚持每日佩戴使用人工耳蜗，随访期间无与人工耳蜗植入相关的并发症发生，人
工耳蜗装置整体工作状态良好。患儿声场言语频率的助听听阈测试，韵母、声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
词测试，Ｌｉｎｇ氏六音测试，婴幼儿有意义听觉整合量表（Ｉｎｆａｎｔ—Ｔｏｄｄｌｅｒ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ＩＴ．ＭＡＩＳ）得分均较术前明显提高，并随着人工耳蜗使用时间延长而逐渐改善。植人儿童的语
法能力、理解能力、交往能力和表达能力测试结果也随着耳蜗使用时间的延长有明显提高。结论

随

着人工耳蜗使用时间的延长，儿童植入者的听觉和语言评估测试结果显著提高，诺尔康晨星人工耳蜗
系统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耳蜗植入术；测听法；治疗结果；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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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２００６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

以上，故不需堵耳掩蔽），测试时患者言语处理器的

我国有听力残疾人２ ８７０万，其中６岁以下昕力残

设置与１３常使用一致。②听觉能力测试：采用中国

疾儿童有１３．７万…。听力障碍不但影响患儿接受

聋儿康复研究中心修订的《听觉·语言能力评估标

外界信息，还会延误其语言学习、心理及智力的正常

准及方法》悼Ｊ，对受试者在开机后３个月、１年、２年

发展，同时也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神

和３年时分别行韵母、声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识

负担。人工耳蜗是帮助重度以上感音神经性聋患者

别测试∞Ｊ。③语言能力测试：同样采用《听觉·语

恢复听觉的高科技电子产品。在中国，从３０多年前

言能力评估标准及方法》［２１，对受试儿童在术前、开

单通道人工耳蜗的研发，到近些年日趋成熟的多导

机后９个月、２年和３年分别进行语法能力、理解能

人工耳蜗正式用于临床，围绕人工耳蜗技术，国产人
工耳蜗的研究探索从未停止。

力和交往能力测试，在２年和３年时增加表达能力

本研究通过对植入国产诺尔康人工耳蜗系统的

岁。＠Ｌｉｎｇ氏六音测试：对受试儿童在开机后３个

６０例聋儿进行跟踪随访，探讨该人工耳蜗系统对于

月、１年、２年和３年时进行／ｍ／、／ｕ／、／ｏ／、／ｉ／、

儿童植人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ｓｈ／、／ｓ／识别测试。⑤婴幼儿有意义听觉整合量表

测试，该测试结果以语言年龄（岁）表示，范围０～４

（Ｉｎｆａｎｔ—Ｔｏｄｄｌｅｒ

资料与方法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Ａｕｄｉ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ＩＴ—ＭＡＩＳ）测试Ｈ…：对受试儿童在开机后３个月、
一、受试者资料

１年、２年和３年行ＩＴ—ＭＡＩＳ评估。

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１年４ｑ月植入２６导诺尔康

三、统计学分析

数据管理使用的录入软件为ＥＰＩ

晨星人工耳蜗系统的６０例双侧重度或极重度感音

ＤＡＴＡ

３。０，统

神经性聋患儿，其中男性３９例，女性２１例；手术年

计分析软件为ＳＡＳ＠９．１３。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

龄１２～７１个月，平均（３９．６±１８．９）个月，其中＜３６

面±Ｓ表示，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２５分位

月龄和＞１３６月龄的患儿均为３０例。全部受试者均

数（Ｑ，）及７５分位数（Ｑ。）表示。Ｐ＜０．０５为差异具

无严重中耳和内耳畸形，无人工耳蜗植入的禁忌证，

有统计学意义。

精神智力发育正常，无其他全身疾病；３５例术前曾

结

有助听器佩戴经验，１９例术前曾在当地康复机构接
受康复训练。

果

一、人工耳蜗装置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二、评估方法

全部６０例植入诺尔康晨星人工耳蜗系统的儿

所有植入患儿均在术后３～４周开机，分别在开

童受试者均手术成功，切口愈合良好，生物相容性良

机后３个月（±１周）、开机后１年（±２周）、开机后

好（全身无感染，植入部位无肿胀、疼痛），人工耳蜗

２年（±２周）和开机后３年（±２周）进行随访和听

整体工作状态良好（耦合良好且系统工作正常）。

觉康复效果评估。

开机后３个月和１年时复查血常规、尿常规、血生化

１．人工耳蜗装置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评估：①术

和心电图检查等均正常，无与人工耳蜗植入相关的

后头颅侧位ｘ线片复查耳蜗电极位置；②开机后

并发症发生。所有受试者均每天坚持佩戴耳蜗装置

３个月和１年时复查血常规、尿常规、血生化和心电

８

图检查，监测受试者全身情况；③随访与耳蜗植入相

现，所有参加随访者均获益良好。

关并发症的发生情况；④询问受试者耳蜗每天佩戴
时间及使用情况。

失访情况：开机后３个月随访时，２例受试者因
联系方式发生变化错过随访；开机后２年、３年时，

２．人工耳蜗有效性的评估：①声场语言频率助
听听阈测试：采用美国ＧＳＩ ６１型听力计，由专人在

分别有４例、８例受试者因家中有事无法参加随访。
二、声场语言频率听阈测试结果

０００和

术前患儿裸耳行为测昕和植人人工耳蜗开机后

Ｈｚ的啭音听阈（因对侧耳听力损失均为重度

声场内助听听阈测试结果见表１。术前左耳语言频

隔声室内进行测试，测试手术耳５００、１
４ ０００

ｈ以上，在术后２年和３年的持续随访观察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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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平均听阈为（１１１．１±８．３）ｄＢＨＬ，右耳平均听阈为

别测试：４６例受试者配合完成测试，得分分别为

（１１１．０±９．８）ｄＢ ＨＬ；开机后３个月声场内平均助

（９４．５２ ４－７．９８）％，（８６．０４±１３．６６）％，（９５．８３±

听听阈为（４４．８±１０．３）ｄＢＨＬ；开机后１年声场内平

１２．４２）％，（９４．０５±１５．６７）％。

均助昕听阈为（３９．３±５．４）ｄＢＨＬ；开机后２年声场

上述结果显示，术后３个月韵母、声母、单音节

内平均助听听阈为（３９．９±５．４）ｄＢＨＬ；开机后３年

词、双音节词识别测试结果较术前均显著提升，但个

声场内平均助听听阈为（３７．３±６．３）ｄＢＨＬ。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术后３个月声场

体间差异较大，呈非正态分布。随着耳蜗使用时问
的延长听觉能力４项测试得分逐步提升，从３个月

助听听阈即较术前术侧裸耳听阈有显著提高，差异

时平均４０％左右的得分迅速上升到开机后１年的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而开机后３个月、１

８０％得分，之后提升速度变缓，并且个体问差异缩

年、２年和３年声场下助听听阈基本保持在４０

ｄＢＨＬ

的平均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三、听觉能力测试结果

小，得分呈正态分布。
四、语言能力测试结果
受试儿童术前言语能力测试结果呈非正态分

术前韵母、声母、单音节词、双音节词识别测试：

布：其中语法能力中位数为０．０岁，Ｑ．为０．０岁，Ｑ，

３９例受试患儿可以配合完成测试，测试结果均呈非

为１．０岁；理解能力的中位数、Ｑ．、Ｑ，均为０．０岁；

正态分布，四项得分的中位数、２５分位数（Ｑ，）、７５

交往能力的中位数、Ｑ，、Ｑ，均为０．０岁。开机后不

分位数（Ｑ，）均为０％；另外的２１例＜３６月龄的患

同时间点的言语能力测试结果见表２，其语法能力

儿因无法配合未做评估。

年龄、理解能力年龄、交往能力年龄和表达能力年龄

开机后３个月韵母、声母、单音节词、双音节词

均随人工耳蜗使用时间延长而增长。结果反映了聋

识别测试：３６例受试者配合完成测试，测试结果亦

儿佩戴人工耳蜗后的语言能力发展基本符合人工耳

均呈非正态分布，其中韵母识别得分中位数为

蜗使用时间，但仍低于其生理年龄［本组受试者手

０．００％，Ｑ。为０．００％，Ｑ，为８４．００％；声母识别得分

术年龄平均为（３．３±１．６）岁］。在开机后最初９个

中位数为２４．００％，Ｑ。为０．００％，Ｑ，为６０．００％；双

月，语法能力、理解能力和交往能力进步比较快，可

音节识别得分中位数为３．３３％，Ｑ。为０．００％，Ｑ，为

达到２岁左右的水平，表达能力进步较缓，无法进行

８８．３３％；单音节识别得分中位数为４．２９％，Ｑ，为

测试。开机后２年和３年语言能力测试结果较９个

０．００％，Ｑ３为８４．２９％。

月时有所提高，表达能力也逐步显现，语法能力和理

开机后１年韵母、声母、单音节词、双音节词识

解能力仍优于交往能力和表达能力，这也符合正常

别测试：４５例受试者配合完成测试，得分呈正态分

听力年龄的发展规律。但开机后２～３年问语言能

布，分别为（８６．８０±１４．０９）％，（７７．２４±１５．３５）％，

力发展情况总体而言进步较慢，仍低于受试儿童生

（８６．２３±１９．６７）％和（８７．３６±１８．１８）％。

理年龄水平。

开机后２年韵母、声母、单音节词、双音节词识

五、Ｌｉｎｇ氏六音识别测试

别测试：５０例受试者配合完成测试，得分分别为

受试儿童在不同时间点Ｌｉｎｇ氏六音识别测试

（９０．８２±８．７８）％，（８１．７０±１２．８３）％，（９５．７９±

结果（／ｍ／、／ｕ／、／ｏ／、／ｉ／、／ｓｈ／、／ｓ／６个音的平均得

８．９９）％，（９５．９３±７．５６）％。

分），术前（ｎ＝６０）得分呈非正态分布，中位数、Ｑ，、

开机后３年韵母、声母、单音节词、双音节词识

Ｑ，均为０．００％，开机后３个月（ｎ＝５６）得分为

表１儿童诺尔康人工耳蜗植入者术前及术后不同随访时间语言频率行为测听结果（ｄＢＨＬ，五±ｓ）

注：术前裸耳行为测试听力计最大声输出为１２０ ｄＢＨＬ，对最大给声强度仍无反应的患儿，统计时听阈按１２０ ｄＢＨＬ计算；术后为声场内人
工耳蜗助听听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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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１５±３５．９２）％，开机后１年（ｎ＝６０）、开机后

国的多导人工耳蜗技术已经日趋成熟和完善，并成

２年（ｎ＝５６）和开机后３年（凡＝５１）的得分均为

功应用于临床。本研究所选用的国产诺尔康晨星人

１００．０％。

工耳蜗系统是２６导人工耳蜗产品，包括２４个刺激
电极和２个参考电极，材料为铂铱合金，电极有效植

表２儿童诺尔康人工耳蜗植入者不同时间点语言
能力测试结果（岁，面±ｓ）

入长度为２０．５ ｍｍ，其植人体壳体采用钛金外壳外
裹硅胶。系统参数：传输频率１６ ＭＨｚ、数据传输率
１

ＭＢ／ｓ、刺激速率４０ ｋＨｚ，具有４个电流源，具备虚

拟通道能力’９ ｏ。该产品在２０１ １年和２０１３年分别通
过了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ＳＦＤＡ）审批和欧盟

ＣＥ认证，已开始在临床上应用。本研究对在同一时

注：一为无法完成测试

期内植入诺尔康人工耳蜗的６０例儿童患者进行了
六、ＩＴ－ＭＡＩＳ量表得分

３年长期随访，从各项安全指标和疗效来看，都达到

受试儿童术前（ｎ＝６０）ＩＴ．ＭＡＩＳ得分呈非正态

了较满意效果。患儿佩戴耳蜗后能够满足日常听声

分布，中位数、Ｑ，、Ｑ。均为０．００％，开机后３个月

需求，并且随着人工耳蜗使用时间的延长，其听声反

（ｎ＝５６）ＩＴ—ＭＡＩＳ得分为（２５．０５ ４－５．２９）分，开机后

应、感知能力、表达能力等均获得了显著提高，从而

１年（ｎ＝６０）ＩＴ－ＭＡＩＳ得分为（３６．９８ ４－２．９９）分，开

为患儿提供了良好的学习交流机会，这与国外很多

机后２年（ｎ＝５６例）ＩＴ．ＭＡＩＳ得分为（３８．２６±

关于听障儿童人工耳蜗植入的研究结果相同¨叭１１］。

２．７１）分，开机后３年（ｎ＝５２）ＩＴ－ＭＡＩＳ得分均为满

本研究儿童植入者听觉康复效果评估包括声场

分４０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术前到术后３个月、

内助听听阈、言语识别测试（包括音素、单音节词、

１年ＩＴ—ＭＡＩＳ成绩逐步显著提升，而开机１年、２年

双音节词）、问卷评估等多种方式；语言康复效果评

和３年，量表得分差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估则从语法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交往能力等

（Ｐ＞０．０５），并且３年时均可达到满分。

方面进行测试，能较全面、真实地反映儿童的听觉语

言能力。结果显示，随着人工耳蜗使用时间的延长，
讨

论

患儿各项听觉评估成绩均稳步提高。其中，助昕听
阈在术后３个月即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随着时间

人工耳蜗被认为是目前最成功的神经植入假

的推移一直保持稳定状态；言语识别测试和问卷评

体，是治疗重度以上感音神经性聋的唯一选择。近
些年随着听觉植入相关研究大量开展，更优化的植

估的分数术后３个月即比术前有大幅提升，术后

人体设计、小型化体外机、电极阵列设计、刺激模式

分数均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之后发展速度减缓，这同

和编码策略的更新等都被运用到新的听觉植入产品

时也反映出听觉评估材料出现了天花板效应，在更

中，人工耳蜗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６一Ｊ。目前世界

长期的随访中应考虑增加测试难度，如增加噪声下

上三家主要的人工耳蜗制造公司（包括澳大利亚

的言语识别测试等。１２。１ ３Ｉ。本组受试儿童的听觉发

Ｃｏｃｈｌｅａｒ公司、奥地利Ｍｅｄ—ＥＬ公司和美国

展特点与使用其他品牌人工耳蜗的患儿相似¨４。８｜。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语言评估结果表明，该组受试儿童各项语言能力均

Ｂｉｏｎｉｃｓ公司）控制了全球主要市场。临床

３个月至１年问进步仍非常明显，术后１年时各项

研究表明，在植入者各方面条件相当的情况下，不同

随着人工耳蜗植入时间的延长有所提升，但术后

人工耳蜗系统植入后的听觉水平和言语可懂度等康

３年的语言年龄和生理年龄相差仍较大，表明其语

复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８ Ｊ。当前，人工耳蜗价格

言能力和同龄健听儿童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进一步

仍然昂贵，即使在发达国家，价格问题也制约了很多

分析发现，各项语言能力中，受试儿童的理解能力表

耳聋患者从中获益。

现最优，表达能力相对较弱，这和儿童语言的发展规

回顾人工耳蜗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从１９８０年北

律相吻合，也与其他听障儿童相关研究结果类

京协和医院研发成功的单导人工耳蜗，到１９８７年的

似¨９‘２ ０】，提示后续康复应加强训练受试儿童的表达

３导人工耳蜗，再到近些年几家科研团队和企业投

能力。鉴于儿童成长发育的特殊性，更长期的随访

人巨大精力财力研发的新型多导人工耳蜗产品，围

仍是必要的，患儿上学后的情况、在学校和社会生活

绕了人工耳蜗的研究探索在中国从未停止。目前中

中的融入度、乃至将来的工作生活情况，都将是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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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随访重点。

４９－５Ｌ

［１１］Ｓｖｉｒｓｋｙ

ＭＡ，Ｒｏｂｂｉｎｓ ＡＭ，Ｋｉｒｋ ＫＩ，ｅｔ ａ１．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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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谢浙江诺尔康神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屠文河、王聪娜在研

头颈外科杂志，２０１４，４９（２）：８９－９５．

［１］孙喜斌，于丽玫，曲成毅，等．中国听力残疾构成特点及康复
对策［Ｊ］．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２１．２４．
［２］孙喜斌．听力障碍儿童听觉、语言能力评估标准及方法［Ｍ］．
北京：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２００９．
［３］刘建菊，孙喜斌．人工耳蜗植入儿童康复效果评估指标韵母
识别能力的标准化研究［Ｊ］．中国医药科学，２０１２，２（５）：
ｌｌ一１３．
Ｒｏｂｂｉｎｓ ＡＭ，Ｒｅｎｓｈａ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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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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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２０００，１８５：

．学术动态．
２０１５年第１、Ⅱ期协和颞骨显微外科技术讲习班通知
良好的外科技术是保证手术成功的基本条件。由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主办的国家医学继续教育项目、国家临床重

点专科项目、卫生部行业基金项目、Ｆｉｓｃｈ国际显微外科基金会支持项目——协和颞骨显微外科技术讲习班２０１５年将继续在
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微创外科技术实验室举办。授课内容：外耳道皮瓣、外耳道成形术、上鼓室探查术、完璧式乳突根治
术、人工耳蜗植入术、ＶＳＢ植入术（分别固定于砧骨长脚和圆窗）、自体砧骨听骨链重建术、开放式乳突根治术、颞骨次全切除
术、颞下窝进路Ｔｙｐｅ Ｂ（仅限颞骨内步骤）、颞下窝进路Ｔｙｐｅ Ａ（仅限颞骨内步骤）、经耳囊（全迷路）人路。
２０１５年讲习班将举办二期：第１期，２０１５年６月７一ｌＯ日，语言：中文；第Ⅱ期，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ｌＯ—１３日，语言：英文。讲习
班以传授经协和验证过的颞骨外科技术为目的，每期拟招收操作学员１２名，为每一名学员提供颞骨、人工耳蜗和ＶＳＢ训练用
假体。采取“ｓｔｅｐ

ｂｙ

ｓｔｅｐ”的授课方式，教员全程指导，注重手术操作技术的交流和掌握，务求实效。讲习班食宿费用自理，培

训费５ ０００元／人，同时招收参观学员（可参与讨论，获得学分），费用１ ０００元／人，限５人以内。
详细课程表和报名回执可从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网站下载，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ｕｍｃｈ．ｃｎ／ｈｅｍ／１２５９９．ａｓｐｘ。
联系人：何光兰，电话：０１０－６９１５６３１１；冯国栋，电话：１５００１２７５２６６，Ｅ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ｇｕｏｄｏｎ９２０１３＠１６３．ｃｏｎ；地址：北京市东城区
帅府园胡同１号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邮编：１００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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