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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行为测定预测高危儿预后的临床价值
查会芳
［摘要］目的：了解新生儿行为神经评分（ＮＢＮＡ）对高危儿预后评估的价值。方法：对５４例围生期高危儿于生后７～２８天进行
ＮＢＮＡ评分，ＮＢＮＡ≤３５分者为异常组，ＮＢＮＡ＞３５分者为正常组。临床观察两组高危儿至３～６岁，用中国儿童发展量表
（ＣＤＣＣ）婴幼儿智能发育测验随访其发育状况。结果：异常组在其生后３—６岁内预后不良率明显高于正常组（Ｐ＜０．００５）。
结论：ＮＢＮＡ对高危儿预后有很高的预测价值，为早期干预提供依据，有利于ｄ，ＪＬ智力发育。
［关键词］婴儿，新生，疾病；智力测验；预后；高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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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生期高危儿远期神经系统后遗症，是４，ＪＬ重

ｎｅｏｎａｔｅ

化脓性脑膜炎ｌ例，核黄疸２例。

要致残因素之一；对其远期预后进行预测，是抢救治

１．２方法采用鲍秀兰旧１制定的ＮＢＮＡ ２０项评分

疗及早期干预的重要参考依据…。新生儿行为神

法和ＣＤＣＣ婴幼儿智能发育测验［４’评估发育商，由

经评分（ＮＢＮＡ）可全面评价新生儿的行为能力，早

培训班结业人员进行。高危儿病情稳定，早产儿至

期发现新生儿的脑功能异常及预测预后嵋Ｊ。本研

纠正年龄４０周，于生后７～２８天进行ＮＢＮＡ。按鲍

究应用ＮＢＮＡ预测高危儿预后，从新生儿期开始干

秀兰＂ｏ制定的早期干预大纲，指导家长实施，早期

预，用中国儿童发展量表（ＣＤＣＣ）婴幼儿智能发育

干预高危儿至３—６岁。临床追踪随访的时间为年

测验评估其发育商，旨在研究ＮＢＮＡ对高危儿预后
的预测意义。

查、神经运动检查、头颅ＣＴ等。

龄３～６岁。期间做ＣＤＣＣ婴幼儿智力测验、体格检
１．３

１资料与方法

评定标准

高危儿标准采用鲍秀兰ｐ ｏ的定

义。ＮＢＮＡ≤３５分者为异常，ＮＢＮＡ＞３５分为正常。

１．１一般资料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住我院高危新

预后正常包括ＣＤＣＣ婴幼儿智能发育测验智能正常

生儿５４例，男３９例，女１５例；孕周（３７．３±２．７）周。

和边缘状态，预后不良包括智能落后和死亡。

体重（２

８３８

４－６４０）ｇ。早产儿１２例，颅内出血８例，
缺氧缺血性脑病（ＨＩＥ）８例，高胆红素血症２３例，

１．４统计学方法采用∥检验、秩和检验和四格
表确切概率法。
２结果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１－０３

高危儿ＮＢＮＡ评分与预后的关系

异常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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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Ｉ

［作者简介］查会芳（１９６５一），女，副主任医师．

ＮＢＮＡ≤３５分２４例，随访结果为ｌ ５例（６２．５％）预

［７］焦毛峰，李耀胜，郭延章，等．第５掌骨尺侧逆行筋膜岛状皮
瓣修复小指软组织缺损［Ｊ］．中华整形外科杂志，２００７，２１
（１）：１１—１２．
［８］章样洲，袁振奋。扬蔚．足底深支或（和）第一跖背动脉逆行
足背岛状皮瓣的临床应用【Ｊ］．中华整形外科杂志，２００７，２３

（３）：１９９—２０１．
［９］顾玉东。王澍寰．侍德主编．手外科手术学［Ｍ］．上海：上海
医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８５—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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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良，其中５例患儿于生后１～６个月死亡，１０例

的过程，测查时，父母和护理者在场观看，能够了解

智力低下、中枢协调障碍和脑瘫等。正常组ＮＢＮＡ

新生儿能力、预后，并积极参与早期干预。父母在早

＞３５分３０例，仅ｌ例（３．３％）预后不良，为智力低

期干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的态度直接影

下。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２．３９，Ｐ＜

响到早期干预的效果＂１。测评后，向家长讲解早期

０．００５）。

干预的重要性，尽可能地使父母积极参与早期干预。

高危儿ＮＢＮＡ评分与头颅ＣＴ检查结果的比

为随访和早期干预提供了积极的支持作用。本研究

较结果显示，ＣＴ中、重度异常息儿中分别有５／５、

通过ＮＢＮＡ测查，有５例ＮＢＮＡ≤２４分者，生后１—

７５．Ｏ％，ＮＢＮＡ≤３５分，ＣＴ轻度异常者无～例ＮＢＮＡ

６个月死亡，由于早期告知其预后不良，使父母有心

≤３５分；而ＣＴ正常患儿有２／９例ＮＢＮＡ≤３５分；

理准备，避免了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对高危儿早期

ＮＢＮＡ＞３５分组无一例ＣＴ重度异常者，ＣＴ正常、轻

干预和随访过程中，发现有６例３个月不会抬头；３

度、中度异常分别为７／９、４／４和２５．Ｏ％，两组差异

例６个月手持续握拳伴原始反射消失延迟；２例８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５）（见表１）。

个月扶站时两下肢交叉，足尖位；于１岁前诊断为中

２．２

表ｌ高危儿ＮＢＮＡ评分与头颅ＣＴ检查比较（ｒ／）

枢协调障碍，由于早期诊断、干预和康复治疗，仅２
例核黄疸患儿有姿势异常，最终诊断为脑瘫，其余患
儿基本恢复正常。
本资料显示，头颅ＣＴ异常愈重，ＮＢＮＡ≤３５分
者愈多；但２例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患儿头颅ＣＴ
正常，而其ＮＢＮＡ评分≤３５分（占２２．２％），临床随
访此２例患儿预后均不良，后期发展为脑瘫。表明
ＮＢＮＡ检测可以更灵敏地检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的胆红素脑病，与宋建辉等∞１报道一致。ＮＢＮＡ评

２．３

高危儿ＮＢＮＡ评分与头颅ＣＴ检查预后比较

头颅ＣＴ正常及轻度异常患儿，预后不良率为
１５．４％；而头颅ＣＴ检查中度及重度异常患儿，预后
不良率达５８．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２６）
（见表２）。
表２高危儿头颅ＣＴ与精神发育关系（，１）

分是一种非侵人性的手段，操作简便，经济，可早期
发现新生儿脑功能异常，为高危儿早期干预提供临
床依据。而且对高危儿预后预测价值优于头颅ＣＴ，
值得广泛使用。
由于未成熟脑的可塑性最强，早期干预的关键
在０～３岁，尤其应在异常姿势尚未固定之前。
ＮＢＮＡ能早期评估新生儿脑损伤后遗症的发生，有

利于早期诊断和干预，对促进高危儿智力发育、减少
伤残具有重要意义。
［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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