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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听力损失
采取行动，刻不容缓，这里告诉你如何行动！



超过 60% 的儿童
听力损失是

可以避免的；如果听
力损失不可避免，采
取适宜的干预措施有
助于确保罹患听力损
失的儿童得以充分发
挥其潜能。

采取行动，刻不容
缓，这里告诉你如何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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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听力损失



人
类通过感官来感知世界，在所

有的感官体验中，人们通过听

觉来促进沟通和社交，建立联

系，参与日常活动，感知危险，体验人

生百态。

全球5%的人口（约3亿6千万人）伴
有聋度为残疾的听力损失，其中逾3千
2百万为儿童，主要分布在中低收入国
家。

听觉在儿童学习语言、掌握知识和融入

社会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听力

损失的儿童在接受教育和社会交往方面

均存在困难，因此，如能早期诊断并给

予适当的干预，对其将大有裨益。

据世卫组织估算，约有60%儿童的听力
损失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听力损失不可

避免，则需要通过听力重建、教育和赋

权等措施协助患儿充分开发潜能。为实

现这一目标，需要双方共同努力、采取

行动。

儿童听力损失

采取行动，刻不容缓，这里
告诉你如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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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听力损失得不
到治疗会带来哪些
影响？

儿童听力损失对其语言学习影响最为显

著，此外，患儿的整体认知能力、社会技

能、生活态度和自尊心等也会受到影响。

罹患听力损失而又未能获得治疗的患儿往

往学习成绩不佳，会导致其成年后工作表

现不佳和就业机会减少。沟通困难可能会

令患儿感到愤怒、压抑和孤独，产生持久

的情绪和心理创伤，从而使整个家庭深受

影响。此外，在社会资源匮乏的地区，儿

童更易受到伤害，听力损失的儿童由于对

周围环境缺乏感知，其受伤风险更高。从

听力损失等级

更广泛的角度而言，听力损失将对国家的社

会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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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0
41–60*

轻微/轻度

26–40dB
41–60dB

患儿难以听清和理解低声细语，

以及相隔一定距离或在嘈杂环境

下的语音。

中度
患儿难以听清正常

分贝甚至近距离的

语音。

           
  听阈升

高程度(分贝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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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损失等级

柬埔寨

Piseth（化名）是一名来自柬埔
寨农村的8岁女孩。她的耳朵因
为中耳炎而出现流脓的症状。
这样的情况在柬埔寨非常普
遍，所以村民们往往觉得这很
正常。但这种疾病却可以引起
听力丧失，继而对儿童的语言
交流能力的培养以及教育进展
都产生长期的毁灭性的影响。
如果不进行治疗，可能会引起
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死亡。一支
外展医疗队发现了Piseth的病
情，但因为发现得太晚，她不
仅一只耳朵基本失聪，而且颅
骨也受到感染的侵蚀。医生立
即为她做了手术，将感染的组
织和骨头切除。手术后，Piseth
的听力得到改善，她返回了村
子和学校。而医疗队仍然严密
监控她的病情进展。

相关链接： 
http://www.allearscambodia.
org/index.html

（来源：Glyn Vaughan, All Ears 
Cambodia）

听力损失对个体的影响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

• 发病年龄：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是语言能力发展最理想
的时期，故先天性听力损失患者或出生后很快出现听

力损失的患者受累最为严重。

• 听力损失等级：从轻微至极重度，级别越高者受累
越重。

• 发现及干预年龄：听力损失的早期诊断和干预非常
重要，越早采取干预措施，患儿掌握口语的机会越

大。儿童听力委员会建议在听力损失患儿6月龄前即
开始干预。此外，早期诊断和干预可显著降低患儿

后期因听力损失产生的教育成本，并提高其成人后

的谋生能力。

• 环境：包括能够获得的服务在内的整体生活环境也是
严重影响因素之一。能够获得助听器、人工耳蜗植入

术、手语及特殊教育等服务项目的患儿较易与听力正

常的同龄人达到同一水平。父母和家庭的支持有助于

患儿融入社会。

案例研究

*儿童中度听力损失的听阈升高标准为31-60分贝。

41–60* 61–80 超过 81

41–60dB 61–80dB

超过81dB重度
患儿仅能听清非常大声的语音，

或自然环境中非常嘈杂的声音，

如消防车的警笛声或大力关门

声，大部分语音无法听到。
极重度
患儿可能通过震动察觉响亮

的声音。

           
  听阈升

高程度(分贝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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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听力损失的成因？

听力损失有多种成因，包括先天因素和获得性因素，

前者指出生时或出生不久即出现的先天性听力损失，

后者指儿童时期出现的听力损失。听力损失可能是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有时难以查明确切成因。

儿童听力损失的可能成因包括：

• 遗传因素：约40%的儿童听力损失由遗传因素引
起。证据表明，近亲结婚或亲缘相近的个体产生的

后代发生听力损失的概率更高。由于基因或环境因

素导致先天性耳或听神经畸形可能是引起听力损失

的原因。

泰国

先天性风疹综合征（ C o n g e n i t a l 
Rubella Syndrome ，CRS）可以导致
听力缺失、眼部和心脏缺陷以及其他终
身残疾，包括自闭症、糖尿病和甲状腺
功能不全。CRS给曼谷一个泰国家庭
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Chi怀着
她的女儿 lm时，她的丈夫得了皮疹，
几天之后她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典型
的风疹表现。Chi去医院就诊，医生说
她会很快就会康复，但当时她没有想
到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月的身孕。 lm出
生后，他们才意识到女儿的视力有问
题，随后又发现她听力缺失。“lm是个
聋人”Chi解释道“她听不见，也不会
讲话。”Chi希望她的女儿能够康复良
好，享受健康幸福的生活。育龄妇女缺
乏风疹免疫力（通过接种疫苗或既往感
染风疹病毒）是CRS最大的危险因素。
过去的10年里，很多发达国家和部分
发展中国家都通过大规模接种风疹疫苗
而基本上消灭了风疹和CRS。2015年
4月，世卫组织美洲区在世界范围内率
先宣布消灭风疹的地方性传播。（世
卫组织实况报道http://www.who.int/
mediacentre/factsheets/fs367/en/）

相关链接： 
http://www.measlesrubellainitiative.org

（来源: Measles and Rubella 
Initiative）

案例研究

©Elyse Pa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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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时因素：包括早产、低出生体重、新生
儿窒息1和新生儿黄疸。

• 感染：母亲怀孕期间感染风疹、巨细胞
病毒等可能引起新生儿听力损失，此外

脑膜炎、麻疹和流行性腮腺炎等也可能

导致听力损失。在低收入国家，慢性化

脓性中耳炎等耳部感染非常常见，除引

起听力损失外，耳部感染也可能引起致

死性并发症。

• 耳部疾病：耵聍栓塞（耳垢堆积）及耳道
积水引起的咽鼓管堵塞（非化脓性中耳

炎）等常见耳部疾病也可以引起儿童听力

损失。

1 新生儿窒息指新生儿出生时由于缺氧引起的疾病（通过健康检查确
定）。

• 噪声：长时间大音量的使用智能手机、
MP3等个人音频播放设备可能引起听力
损失。烟火爆竹等短时间高分贝的噪声

可能会引起永久性听力损失。此外，新

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设备噪声也能够引

起听力损失。

• 药物：用于治疗新生儿感染、疟疾、耐
药结核及癌症等多种药物，因其具有耳

毒性，均可导致听力损失。在很多地

区，尤其是存在药物应用不规范的区

域，耳毒性药物经常被用于治疗儿童常

见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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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比例的儿童听力损失是可以避免的？

据世卫组织估计，约60%的15岁以下儿童可以避免听力损失。其中，中低收入国家比例
较高，可达75%，高收入国家为49%。上述差距主要归因于社会资源匮乏地区的高感染
率和高收入国家健全的孕产妇和儿童保健服务体系。

超过30%的儿童听力损失是由于麻疹、流行性腮腺炎、风疹和脑膜炎等疾病引起，通过预
防免疫和良好的卫生习惯可以避免。此外，约17%的听力损失是由早产、低出生体重、新
生儿窒息和新生儿黄疸等产时并发症引起，改善孕产妇和儿童保健服务有助于避免此类疾

病发生。另有4%的听力损失是由于孕妇和新生儿应用耳毒性药物引起，而此类成因是可
避免的。

可避免的听力损失成因估计情况

其他*

4%8%

31%

17%
耳毒性
药物

感染

与生产相关的原因

60% 麻疹风疹流行性
腮腺炎

脑膜炎 耳部感染

不可避免 可避免

40%

早产产时并发症 低体重

*其他成因包括：先天性非遗传性病因及母亲产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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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早期识别
听力损失如此
重要？

早期识别听力损失并给予及

时有效的干预可以尽量避免

患儿发育迟缓，并有利于促

进其社交、教育和社会生活

能力的发展。针对婴幼儿的

听力筛查规划可以及早发现

听力损失问题。先天性听力

损失可在出生后数日内测

得，研究表明，先天性失聪

或在出生早期罹患获得性听

英国

Charlie的母亲Lindsey在怀孕期间从来没有听说过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 Infection，CMV）感
染。Charlie出生后没有通过新生儿听力测试，被确诊为左耳耳聋。8岁的时候，她右耳的听力也开始
退化。Charlie耳聋的原因是因为Lindsey怀孕期间感染了巨细胞病毒。而Charlie现在是个开朗的小姑
娘，自豪地戴着她闪亮的粉红色助听器，成为一名小学生并且表现良好。

巨细胞病毒感染是导致听力缺失的重要原因，但相关的致病机制却还不清楚。据美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估计，平均每150个出生的儿童中就有1人先天性感染巨细胞病毒，而约
有1/5的感染者会发展为永久性的损害，如听力缺失或其他发育障碍。巨细胞病毒是
通过与感染者体液（唾液、尿液）的亲密接触而传播。但这完全可以通过
告知孕妇传染源和卫生习惯的注意事项而避免，如勤洗手、不分食、
亲吻儿童时避免接触唾液、接触儿童尿液和唾液时要清洁接触物的表
面。

相关链接： 
http://cmvaction.org.uk 
http://www.cdc.gov/cmv/overview.html

（来源：CMV Action）

力损失的儿童，如能在6月
龄前识别听力损失并给予适

当干预措施，患儿5岁时的
语言能力可与听力正常的同

龄儿童达到相同水平。对于

年龄较大的儿童，学前和学

校常规听力筛查可在疾病早

期发现异常，从而减少听力

损失的不良影响。

案例研究

©Dr Seikholet Haokip,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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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护理策略有哪些？

必须采取措施以减少听力损失发病率，并改善其预后。政府、公共卫生机构、社会服务组

织、教育机构和民间社会团体应群策群力，共同促进听力损失的防控工作。

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

A. 加强以下措施：

 预防免疫：先天性风疹、脑膜
炎、流行性腮腺炎和麻疹等多种

导致听力损失的疾病均可通过免疫接种

预防。据估计，通过接种风疹和脑膜炎

疫苗可避免超过19%的儿童听力损失。

措施：将上述疫苗纳入国家计划免疫规

划，并保证广泛覆盖。

• 强化妇幼保健措施以预防早产、低出生
体重、新生儿窒息、新生儿黄疸和先天

性巨细胞病毒感染。

措施：加强孕产妇和新生儿护理

a. 改善营养状况

b. 提高国民卫生意识

c. 促进安全分娩

d. 及时处理新生儿感染和新生儿黄疸

• 鼓励建立由患者、父母和家庭支持群体
组成的组织。

措施：鼓励听力损失患者及其家庭组成

类似组织。

©Grigoroiu Eduard ©Dr Isaac Macharia, Kenya©Grigoroiu Ed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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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落实下列措施：

 新生儿和婴幼儿听力筛查规划。为先天性
或早发性听力损失的患儿提供适当的干预措

施，促进疾病早期发现和尽早康复。新生儿

筛查规划应该遵循以家庭为中心的原则。

措施：启动早期干预措施，重点包括：

a. 实施适宜的干预措施，最好在6月龄前开始

b. 家庭支持，包括双亲的指引和辅导

c. 助听器、人工耳蜗植入术等听力重建措施

d. 提供可用的治疗和交流方案

• 致力于常见耳疾病和听力损失的识别、转诊和管理的学
校筛查规划

措施：将听力筛查纳入学校常规健康检查体系，并建立

包括医疗、手术和修复在内的适当的医疗关联机制。

乌干达

Pat r i ck是一名来自乌干达偏远
地区的小伙子，手语对他的生活
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他先天
性耳聋，但生活的地区却没有聋
人学校。他几乎整个童年都没有
学习手语，也基本上不和外界交
流。Patrick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
的小屋独处，与世隔绝。乌干达
聋人协会是一个致力于帮助聋人
的非营利性组织。他们在Patrick 
15岁的时候安排他上了第一节手
语课，从此改变Patrick的一生。
他现在仍然在学习手语，并希望
将来能够传授给其他的聋人。
Pat r i ck的经历被拍成一部名为
《15岁学说话》的纪录片。

相关链接：
乌干达聋人协会：http://www.
unadeaf.org/

《15岁学说话》：https://
www.youtube.com/
watch?v=CNCPgrm8Gu4

（来源：BBC第4频道，
Unreported World）

案例研究

©Karen Kasmauski/CO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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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培养人才：

 培养耳疾病专业初级医
师和健康工作人员，提供

听力损失的早期干预和治

疗建议相关培训。此措施有助于更好

的为患者提供服务并加强患者管理。

世卫组织“耳和听力初级保健培训资

源”共包括4册培训手册，此外推荐社
区康复服务教程：通过社区康复服务

促进耳和听力保健服务。

措施：设立针对初级卫生保健工作者

的耳和听力保护初级保健培训规划。

• 通过耳科医师、听力学专业人士和其
他医疗专业人士（如护士）、治疗师

和教师等来提供治疗耳和听力疾病方

面所需的护理和服务，对于治疗听力

损失而言，上述专业人士的协助非常

重要。

措施：通过设立专业培训规划来培养

听力健康和听力损失人群教育相关领

域的专业人才。

越南

Ngoc出生在越南，她的家人在她出生后不久就发现
她对外界的声音没有反应。Ngoc的父母在她15个月
的时候带她去看医生，而听力测试的结果显示她的
听力严重缺失。Ngoc的家人非常悲痛，不知道该怎
么面临这个挑战。医生建议让Ngoc佩戴助听器，并
推荐了一个帮助耳聋或重听儿童获取额外信息的教
育课程。在Ngoc 17个月大的时候，越南的一家非营
利性组织为她提供了一副合适的助听器。戴上助听
器后，Ngoc立即就能对外界的声音做出反应。随后
她又参加了一个早期干预项目，培养听说能力，并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相关链接：  
http://www.childrenwithhearingloss.org

（来源：Global Foundation for  
Children with Hearing Loss）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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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供下列服务：

•  听力设备：助听器和人工耳蜗植入术的发展
为听力损失患者改善症状提供了更多选择。然

而，由于供应短缺和价格高昂，仅部分患者能

够应用上述设备。

措施：设立可持续的措施以开发价格合理而功效稳定的

助听设备，为使用人群提供持续性服务。

• 交流方式：早期语言学习对失聪儿童大有裨益。可通过听
觉说话法和听觉口语法等方式进行语言交流训练。此外决

策者应促进替代交流手段的发展，如手语、全交流2、双语

/双重文化3、口手标音法4和唇读等。在教室和公共场所使

用环路系统和调频系统5以及在视听媒体上加载字幕均是促

进听力损失人群无障碍交流的重要手段。

措施：与包括听力损失人群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磋

商，以确保通过所有的可用手段实现交流。

E. 监管和监测：

• 监管和监测耳毒性药物的使用情况以最大可能
的降低药物滥用引起的危害。在不得不使用耳毒

性药物时，开展定期听力监测有助于早期发现听

力损失。

措施：制定实施限制耳毒性药物生产和销售的法律；使

致力于听力保护的卫生保健工作人员在这类药物的使用

过程中保持警觉。

• 监管和监测环境噪声水平，尤其是娱乐场所和体育场
馆。具有安全功能的高质量个人音频设备、耳机和头戴

式受话筒有助于降低设备相关性听力损失的风险。

措施：制定实施监管环境（含娱乐场所）噪声水平的法

规；执行个人音频设备听觉安全标准。

加拿大

一天夜里，Paolo（化名）睡
在他母亲的臂弯中，他的父亲
不停地摇晃拾起的铜铃，但是
Paolo没有任何反应，这时他的
父母才意识到了问题。接下来
的一周，儿童医院的专家诊断
出Paolo双耳的听力重度至极度
受损。Paolo参加了一个学习听
说的项目。他收到了他的第一
副助听器，然后学习走路，一
直到他满10个月。这个好奇的
小男孩非常喜欢听姐姐说话，
和她一起涂颜色，一起聊天。
Paolo在主流学校接受教育，并
以优等生的身份毕业。现在，
他是一名机械工程专业的大三
学生。Paolo给所有认识他的人
都带来鼓舞，他很骄傲地说他
将继续克服所有的挑战。

（来源：Anita Bernstein, 
M.Sc., LSLS, Canada）

2 全交流（total communication）囊括了所有的交流方式：正式手势、自然
手势、指拼、肢体语言、倾听、唇读和讲话。 

3 一种认可听觉正常者和失聪者文化差异存在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并在教学
中将两种文化融合起来的教学理念。

4 口手标音法（cued speech）：一种视觉交流系统——通过“（手势）线
索”结合口型变化，使口语的所有声音（音素，声音的基本单位）看起来
各不相同。

5 调频系统是一种无线助听装置，由讲者使用的扬声器和听者使用的接收器
组成。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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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Janice（化名）在美国出生时没有通过
初次听力筛查，然后被诊断为极重度听
力缺失，她立即被戴上了助听器。但鉴
于助听器于她无益，在她1岁的时候她植
入了人工耳蜗。从8个月开始接受治疗，
Janice最近一次的言语和语言评估的结
果显示，与听力正常的孩子相比，她的
语言能力正常，但言语发育稍有迟缓。
目前，她在一所主流幼儿园上学，并且
继续接受个体化的语言障碍纠正课程来
改善她的发音。很快，Janice就可以和
幼儿园的其他孩子们一起玩耍。

（来源：Michael Douglas, MA, CCC-
SLP, LSLS, USA）

F. 增强公众意识：

 提高公众对可减少耳部感染的耳部卫
生保健措施的认知。例如，避免外物入

耳可减少耳部疾病。对于儿童耳痛，确

保能避免家庭处理，而是寻求专业治疗，以防止发

生慢性耳部感染造成听力损失。

措施：在社区内建立促进耳健康和听力保健宣传

规划。

• 智能手机等个人音响设备，以及体育赛事等嘈杂娱
乐场所产生的噪声可导致听力受损。通过教育幼儿

此类噪声的害处，可提高儿童对于噪声的危险意

识。这也有助于儿童改善行为模式，促进安全倾

听，从而防止发生噪声相关性听力损失。

措施：以促进养成安全倾听习惯为目的，制定并实

施针对幼儿的宣传规划。

• 以减少患者因听力受损在社交中产生的羞耻感。通
过与患者分享其他听力损失者的成功故事可以有效

减少患者因听力损失、使用助听设备和替代交流方

式而产生的羞耻感。

措施：引入角色模型提高公众对听力损失预防和保

健的意识。

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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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措施可减少听力损失的发病，降低听力损失对患者的不利影响，提高患者

的听力和交流水平，为其教育和就业提供帮助，促进其融入社会，改善心理健

康，符合《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原则。目前，已有许多国家根据公约制定了战

略，并已经建立了预防、识别和干预听力损失的模式。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明确了听力损失的成因，并制定了针对性预防措施；具备

了在婴幼儿出生早期识别听力损失的技术；并拥有了相应干预措施。成千上万

听力损失的患儿将拥有安身立命所需的社会和其他技能，并在未来的人生道路

上享受与听力正常的同龄人相同的机会。但同时，仍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在遭

受听力损失所致不良结局之痛苦。

本文简述了减少儿童听力损失的方法， 
现在，让我们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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