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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穴位按摩对高危新生儿行为能力及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的影响

蔡荣兰

[摘要]目的:探讨头部穴位按摩对高危新生儿行为能力及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的影响。 方法:将足月高危新生儿 156
例随机分为穴位按摩组 80 例和对照组 76 例。 按摩组给予头部穴位按摩结合视听刺激的综合干预方法;对照组仅给予单纯视

听干预。 观察 2 组高危新生儿干预治疗后新生儿行为神经测定(NBNA)总评分、行为能力项评分及 BAEP 正常率。 结果:按
摩组干预后 NBNA 总评分、行为能力项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BAEP 正常率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5)。 结

论:头部穴位按摩有助于促进高危新生儿脑损伤修复,提高早期行为反应能力,为进一步智能开发奠定基础。
[关键词] 婴儿,新生,疾病;脑干听觉诱发电位;穴位按摩

[中图法分类号] R 722;R 473. 72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6. 01. 036

Effect of the massaging head acupoint on the behavior ability
and 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 of high鄄risk neonates

CAI Rong鄄la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assaging head acupoint on the behavior ability and 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BAEP) of high鄄risk neonates. Methods:One hundred and fifty鄄six full鄄term high鄄risk neonat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massaging head acupoint group(80 cases) and control group(76 cases). The massaging head acupoi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mprehensive massaging head acupoint combined with visual stimulation and simple visual interference,respectively. The
total scores of neonatal behavioral neurological assessment(NBNA),behavior ability score and normal rate of BAEP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The total scores of NBNA,behavior ability score and normal rate of BAEP in massaging head
acupoi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massaging head acupoint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repair of brain damage,and improve early behavioral responses in high risk neonates,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ing intelligent.
[Key words] infant,newborn,disease;neonate;brainstem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acupoint massage

摇 摇 高危新生儿是婴幼儿中的特殊群体,其发育障

碍的比例是正常儿的 8 ~ 10 倍[1]。 有研究[2] 显示,
高危新生儿最主要且危害较大的发育风险为智力低

下和脑瘫,严重影响其后期生存质量。早期干预是

预防神经系统并发症,改善预后的重要手段。 视听

丰富环境刺激干预方法在临床应用较广,取得一定

成效,但对脑损伤较重、反应低下或反应过激、易激

惹的患儿,过早给予视听刺激往往效果不佳或产生

不良反应。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3 月,我科对

80 例重症脑损伤高危新生儿,采用头部穴位按摩为

主、结合视听刺激的方法进行综合干预,收到较好效

果,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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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资料与方法

1. 1 摇 一般资料 摇 选取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NICU)收治的足月高危新生儿 156 例,男 102 例,
女 54 例,年龄生后 10 min 至 3 d。 其中新生儿窒

息、缺氧缺血性脑病(HIE)108 例,中重度黄疸 38
例,其他 10 例。 所有病例均符合以下条件:(1)出

生 3 d 内入院,住院天数逸10 d;(2)出生第 5 ~ 7 天

新生儿行为神经测定(NABA)评分臆35 分;(3)无

先天遗传代谢性疾病。 按家长意愿随机分为穴位按

摩组 80 例和对照组76 例。 2 组患儿在胎龄、性别、
出生体质量、疾病种类及严重程度等方面均具有可

比性。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干预方法摇 对照组:不接受穴位按摩干预,
仅于规定时间来院复查评定。 (1)住院期间给予常

规护理。 患儿清醒,并且无激惹状态时,给予视听刺

激干预。 (2)教给家长视听干预方法,出院后由家

长进行干预。 (3)随访评定:患儿满月后,电话联系

家长带孩子来院复查评定。
按摩组:家长愿意接受穴位按摩早期干预治疗,

能够正确掌握干预方法,出院后能继续进行家庭干

预,按要求定期来院复查评定,主要包括初期评定、
在院干预、家庭干预、定期随访四个重要环节。 (1)
初期评定。 出生第 5 ~ 7 天,NABA 总评分臆35 分,
且行为能力项评分臆9 分者,即进行穴位按摩干预。
(2)在院干预。 患儿在院期间,由经过培训的新生

儿科护理人员进行干预治疗。 穴位按摩操作方法:
选择头部穴位 8 ~ 10 组,如神庭、头维、百会、四神

聪、攒竹、翳风、听宫、哑门、脑户、风池等穴位,以指

揉法操作(即以拇指、示指或中指指腹着力于穴位

上,按一定方向旋转按摩)。 每穴按摩 1 ~ 2 min,每
次 10 ~ 15 min,每天 3 ~ 4 次。 对嗜睡、反应低下的

患儿按摩力量应偏重,略带冲击性,速度宜快,以
2 次 /秒为宜。 对兴奋度高、易激惹的患儿,采用缓

摩法,力量应偏轻,速度宜慢,以1 次 /秒为宜。 患儿

清醒,并且无激惹状态时,配合视听刺激干预。 (3)
家庭干预。 对患儿家长进行穴位按摩、视听刺激等

干预方法培训,出院后由家长继续进行综合干预。
(4) 定期随访。 患儿满月后来院随访,再次进行

NBNA 评分,检查脑干听觉诱发电位(BAEP)。
1. 3摇 评定标准摇
1. 3. 1 摇 NABA 评分摇 采用鲍秀兰编制的 NBNA 评

分,对 2 组高危儿干预前(出生第 5 ~ 7 天)和干预

后(干预 28 ~ 30 d 后)进行评定。 该量表包含 5 个

部分,共 20 项。 每项 3 级评分,即 0 分、1 分和 2 分,
满分 40 分。 其中行为能力部分包含 6 项,满分

12 分。 观察 2 组患儿干预前后 NBNA 总评分及行

为能力项评分。
1. 3. 2 摇 BAEP 检查 摇 采用美国丹迪鄄Key鄄Point 肌

电图 - 诱发仪,双侧给予 120 dBpesPL (相当于

85 dBHL)刺激。 以双侧 V 波反应阈 < 30 dB,各波

形分化良好为正常。 异常分为 3 度:30 ~ 50 dB 为

轻度; > 50 ~ 80 dB 为中度,波形分化不佳,波幅下

降,潜伏期延长; > 80 dB 才能诱发出反应或无反应

为重度。 评价 2 组患儿干预后 BAEP 正常率。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高危儿干预前后 NBNA 评分比较摇 2 组高

危新生儿干预前 NBNA 总评分和行为能力项评分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按摩组干预后

NBNA 总评分和行为能力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2 组高危新生儿干预前后 NBNA 评分比较(分)

分组 n NBNA 总评分 行为能力项评分

干预前(x 依 s)

摇 按摩组 80 33. 12 依 3. 24 7. 53 依 1. 42

摇 对照组 76 32. 98 依 3. 33 7. 48 依 1. 37

摇 摇 t — 0. 27 0. 22

摇 摇 P — >0. 05 > 0. 05

干预后(d 依 sd)

摇 按摩组 80 3. 44 依 0. 99 3. 11 依 0. 03

摇 对照组 76 1. 86 依 0. 30 2. 28 依 0. 29

摇 摇 t忆 — 13. 63 24. 83

摇 摇 P — <0. 01 < 0. 01

2. 2摇 2 组高危儿 BAEP 检查结果比较 摇 干预后按

摩组高危新生儿 BAEP 正常率高于对照组 (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2 组高危新生儿 BAEP 正常率比较(n)

分组 n 正常 异常 正常率 / % 字2 P

按摩组 80 60 20 75. 00

对照组 76 45 31 59. 21 4. 42 < 0. 05

合计 156 105 51 6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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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

摇 摇 新生儿行为能力是个体与生俱来的,是大脑发

育水平的标志,也是最初的智力表现。 高危新生儿

因脑组织受到各种因素的损伤,行为反应能力减弱,
表现在对声、光等刺激的习惯化减弱以及视听反应

的灵敏性降低。 这使高危新生儿无法适应外部环

境,而影响正常的生长发育 (包括体格及神经发

育);同时与外界交流、学习能力降低,进一步影响

其智力发育。 穴位按摩属祖国医学中重要的治疗手

段。 近年来,穴位按摩在治疗小儿脑瘫等神经系统

疾病方面已收到明显效果[3 - 5]。 关于穴位按摩对大

脑功能影响的基础理论研究,也使按摩的作用机制

日趋明确化、科学化[6 - 7]。 研究[8] 认为腧穴的治疗

作用包括近治作用、远治作用和特殊作用。 本研究

选择头面部穴位按摩,主要根据近治作用原理,以促

进高危新生儿视觉、听觉发育及大脑功能的修复。
而穴位按摩的作用是通过手法的实施来完成的。 用

力均匀、有节奏的、轻缓的按摩可镇静止痛,强刺激

则有兴奋神经的作用[8]。 重症脑损伤新生儿,由于

对声、光等刺激的习惯化减弱,对外界刺激容易产生

过激反应,导致激惹而影响睡眠质量,不利于脑损伤

修复。 另一方面,重症脑损伤新生儿早期常处于昏

迷、嗜睡状态,反应能力低下,不能对视听刺激做出

应答,使干预无法介入或干预效果极差。 我们对昏

迷、嗜睡、反应低下的患儿采用强刺激按摩,达到开

窍醒脑之作用,促进患儿觉醒。 对兴奋度高、易激惹

的患儿,采用缓摩法,则达到镇静安神之功效。 首先

给予头部特定穴位按摩,待患儿反应能力提高后结

合视听刺激,明显提高了干预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

示,按摩组 NBNA 总评分、行为能力项评分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P < 0. 01)。
BAEP 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新诊断

技术,能全面准确地记录声刺激听觉系统产生的一

系列电位反应,客观、敏感地反映中枢神经系统的功

能状态。 BAEP 检查不但可以早期发现听觉损害,
并能够明确脑损伤的部位及严重程度[9]。 该检查

客观、准确,重复性好,无损伤,不受被检查者年龄、
意识状态及镇静剂的影响[10],非常适合于婴幼儿,

弥补了 NBNA 评定可能存在的受主观因素影响的

不足。 因此,BAEP 已广泛应用于高危新生儿脑损

伤的早期筛查,并作为干预效果评价的重要指

标[11]。 有研究[12 - 13]报道,应用针刺、穴位按摩等综

合干预治疗,可明显改善脑损伤引起的听力障碍,可
以减轻 BAEP 的异常程度,降低异常率。 本研究也

显示,按摩组 BAEP 正常率高于对照组(P < 0. 05),
反映了按摩干预有助于促进脑损伤修复,较快地改

善大脑功能。 头部穴位按摩安全,无损伤,操作方

便,不受患儿视听反应能力的影响,能更早地介入干

预,提高重症脑损伤患儿神经康复效果,减少智力残

疾,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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