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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智在快读 听尼特临床使用简介

两篇入选 2010年美国听力学年会的论文摘要

� 智在展示 听力设备定期校准的重要性

� 微迪在线 公司服务项目

� 巧问智答 使用问题解答

编者按编者按编者按编者按

2010年，微迪数字迎来自己虎虎生威发展的年头。回首展望，微迪数字取得巨大成功，是我们与合作伙伴、客户和用户

在医学数字领域共同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微迪数字深感只有更好多为客户提供优良的服务,才能回报客户对我们的支持! 在这

期里,我们将有关产品的使用、服务和沟通的内容奉献给您,希望能在客户使用我们产品时有所帮助。并谨此代表编辑部向长期

信任支持微迪的朋友们和使用微迪产品的客户们表示新春问好！虎年兴旺！。

听尼特耳鸣综合诊断治疗仪临床检测使用简介

1.在使用听尼特 TTS-1000A进行听觉功能检查和进行耳鸣的客观测定前应首先进行一般全身检查：包括血压、血糖、脂代谢、血液检查、

肾功能和甲状腺功能检查等，以排除其他系统疾病所引起的耳鸣。耳科检查应包括耳部检查、前庭功能检查、颞骨X线检查，必要时包括内耳

道造影和头颅内 CT及MRI或数字减影血管成像技术（DSA）检查等。严格掌握使用掩蔽治疗的适应症，对于有基础疾病的耳鸣应积极治疗原

发病，如：各种客观性耳鸣，包括：血管源性－颅内和颈部的动静脉瘘和动脉瘤；肌源性－腭肌痉挛；咽鼓管异常开放；颞颌关节病变等。另

外一些主观性耳鸣也能明确其病因，此种与疾病相关联的耳鸣大都可以随着相关疾病的治愈而消失，如：外耳道耵聍或异物堵塞；化脓性中耳

炎；耳硬化症；听神经瘤；多发性硬化；颅内肿瘤；颅脑外伤以及贫血、高血压、甲亢等等全身性疾病。只有在全面检查排除上述基础疾病后，

才能更加有效准确地对耳鸣进行治疗。

2.使用听尼特 TTS-1000A进行掩蔽治疗时应注意：

① 双侧非对称性耳鸣：在临床上，双侧耳鸣患者很普遍,如在同侧耳给掩蔽声，然后问患者是否能听到耳鸣，患者通常回答他仍听得到耳

鸣。但实际上, 掩蔽的这一侧耳鸣己听不到了，患者反映听到的耳鸣是来自另一侧的。因此必须强调不仅要问患者掩蔽时是否听到耳鸣，还要

问在哪侧听到耳鸣。双侧耳鸣有时在音调上不对称，以致耳鸣在种类性质上两耳耳鸣声有差别。通常患者知道但并不会作出相应的主诉。出现

这种情况时，对决定治疗方式等很重要，即是否两种耳鸣声对患者所造成的痛苦相等。如果一侧耳鸣对患者影响不重要，那么双侧掩蔽就不需

要，这必须确定该侧被忽略的耳鸣确实可以忽略。在临床某些患者会说“我右侧严重耳鸣，另一侧也有一点耳鸣”。耳呜严重侧应首先给予治疗 ，

治疗中若出现该侧耳鸣缓解或大大减轻，这时可能另一侧被注意，则再根据耳鸣对患者的烦恼程度考虑是否治疗轻的一侧。

② 高频听力损失：临床上常遇到如下情况：A.患者的耳鸣是高音调。B.患者在耳鸣耳有高频听力损失，耳鸣音调匹配频率为6kHZ。如使

用宽频带噪声，则由于中低频成份过多，患者拒绝比耳鸣更不愉快的中低频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选择有针对性的窄带噪声，即选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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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为 6kHZ的窄带噪声。听尼特 TTS-1000A能提供各种不同的掩蔽信号，包括纯音、白噪声、窄带噪声、言语噪声等。针对不同病人选择最

好的治疗方案。如果高频听力损失不重，可采用强度为 10～20dBSL,但注意最好不超过 90dBHL，因为这种情况下掩蔽声对患者可能很“尖锐”

或“高调”,应考虑是否为患者所接受，并避免造成潜在的听力损伤，这时则可考虑采用对侧掩蔽治疗(见后述)。

③耳鸣音调的漂移：对许多耳鸣患者应保持长时期的耳鸣音调的测试,尤其是在治疗期间关注患者耳呜音调的变化。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两

种情况：1、耳鸣音调漂移； 2、由于耳鸣主调治疗有效使治疗前次要的音调成为主调。以上两种情况均应重新测试耳鸣音调及耳鸣掩蔽曲线等

检查，重新调整掩蔽治疗参数并密切关注音调的变化，切忌治疗过程中对患者不闻不问。听尼特TTS-1000A，将耳鸣的诊断、测试、治疗有效

结合起来。可以随时在治疗过程中测试耳鸣的变化，调整治疗方案。

④医患关系：耳鸣治疗是持久的艰难工作，需要医生和患者密切配合，共同努力，并且期望患者有良好的依从性，遵守医生对治疗方案所

做的规定。为此医生应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关心体贴的态度，取得患者的信任,使之能主动地配合治疗。当患者受耳鸣之苦时，特别是已发展

到令人心烦的持续性耳鸣时，很多患者都陷入痛苦茫然失措之中。因此，首先医生在为患者排除器质性疾患之后，要耐心而扼要地向患者传授

有关的耳鸣知识，根据患者具体病情及检查结果做出初步诊断，简述耳鸣的病理生理机制、影响、诱发及缓解耳鸣的各种因素等，通过这一系

列介绍可解除大部分患者的疑虑，有利于消除患者的心理障碍。其次与患者就有关耳鸣情况进行交流(包括治疗期间) ，如耳鸣对患者的主要危

害， 患者对耳鸣的理解等，纠正患者一些不恰当的观点，使其对医生产生一种信任感及权威感。最后介绍掩蔽疗法对其治疗的针对性，开具治

疗处方，嘱其认真执行。

⑤对侧掩蔽：一侧给掩蔽时，双侧耳鸣患者有两种反应类型：⑴采用单侧掩蔽时，既产生对侧也产生同侧掩蔽效应；⑵仅产生同侧掩蔽效

应。在临床中对侧掩蔽通常存在，应该测试对侧掩蔽的可能性，并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它。如一侧全聋耳的耳呜患者，应该对对侧掩蔽效果进行

测试，在这种病例中对侧掩蔽是十分需要的。

⑥掩蔽强度：掩蔽时为了获得最大的残留抑制，通常较易犯的错误是不适宜地提高掩蔽强度。在最低强度有效掩蔽声作用后，会经历一个

短时的残留抑制效应；患者或医生希望能产生并出现最大的残留抑制效应；并认为提高掩蔽声强度应该产生更大的残留抑制效应。事实并非如

此，有研究表明大的掩蔽声并不产生更大的残留抑制效应，因此过分地提高掩蔽声强度，患者常感到掩蔽声太响而出现厌烦，或产生不适感而

放弃治疗，严重者可能会导致噪音性听力下降。医生和患者应该很好地去理解残留抑制效应，当残留抑制效应存在时，应视为一种具有良好治

疗适应症的指标，当残留抑制效应不存在或很短暂，并不表示掩蔽治疗不能缓解患者的耳鸣。因此，耳鸣患者理解如何利用残留抑制效应是十

分重要的，当他们了解到部分残留抑制效应在发展时，说明掩蔽疗法在产生效果，应该增强信心并持之以恒地继续治疗，但是也不能为追求残

留抑制效应而过份加大掩蔽声强度。通常，耳鸣缓解在掩蔽治疗初期即出现且较明显，这时很多患者知道掩蔽疗法将是成功的。但是在某些病

例中，耳鸣缓解起初并不明显，这时医生应耐心解释起初耳鸣缓解不明显并不说明治疗没效果或掩蔽治疗方法不适合他，并且要杜绝患者抱着

试一周或两周甚至一次的态度，最后要求患者并让其获得恒心和毅力继续治疗下去。我们的经验表明，很多患者坚持一段时间后，最后会取得

效果，有的甚至能取得非常满意的效果。

3.使用听尼特 TTS-1000A进行掩蔽治疗后应注意：告知患者要尽量避免处于安静环境，增加听觉背景声音。增加耳鸣患者环境的背景声音

有助于减弱患者神经中枢对耳鸣声音的分辨，从而减弱对它的感知。我们可以指导患者使用电视、收音机、或录音机等来产生背景声；对于伴

有听力下降者，可以使用助听器放大背景声。在此需注意的是：使用助听器的目的主要是放大环境声，如果没有环境声，助听器将对耳鸣的治

疗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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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入选 2010201020102010年 4444月 14-1714-1714-1714-17日在美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国听力学年会的论文摘要

1. TheTheTheThe ConceptConceptConceptConcept ofofofof MedicalMedicalMedicalMedical HomesHomesHomesHomes BecomesBecomesBecomesBecomes InspirationalInspirationalInspirationalInspirational totototo thethethethe ImplementationImplementationImplementationImplementation ofofofof InfantInfantInfantInfant HearingHearingHearingHearing ScreeningScreeningScreeningScreening
ProgramsProgramsProgramsPrograms inininin ChinaChinaChinaChina
AAAAuthoruthoruthoruthors:s:s:s:
Xuanhua Tao, ChengduWomen & Children Hospital; Tao Jiang, Micro-DSP Hearing & Speech Lab;
Jie He, ChengduWomen & Children Hospital; Ling Zou, ChengduWomen & Children Hospital;
Juan Cai, ChengduWomen & Children Hospital; Longrong Ruan, ChengduWomen & Children Hospital

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Although audiology is still being developed in China, universal newborn hearing screening (UNHS) has however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erms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establishment. As of 2009, UNHS has
become mandatory in China to all newborns but the limited resources and inefficient healthcare system pose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S. This paper shares a grassroots’ model of screening 196,404 newborns
through the regional healthcare system for women and children in China.

2.AnAnAnAn IntegratedIntegratedIntegratedIntegratedApproachApproachApproachApproach totototo TinnitusTinnitusTinnitusTinnitusDiagnosisDiagnosisDiagnosisDiagnosis andandandand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Management

AAAAuthoruthoruthoruthors:s:s:s:
Jungang Lin, Micro-DSP Hearing & Speech Lab; Tao Jiang, Micro-DSP Hearing & Speech Lab;
Xiaoyi Fu, Micro-DSP Hearing & Speech Lab; Xiaoyan Gu, Micro-DSP Hearing & Speech Lab;
Xiaofang He, Micro-DSP Hearing & Speech Lab; Qinxiu Zhang, Chengdu TMC University

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Despite extensive research on tinnitus treatment, littl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to improving tinnitus diagnosis.
Audiometers with inadequate capabilities still play a major role in tinnitus assessment at most clinics. This paper
describes a new approach to combining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in one platform. Full tinnitus protocol can be
easily conducted with the results digitally downloaded to sound media for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The findings of a
clinical study will be discussed.

听力设备定期校准的重要性

1．临床意义

几乎所有听力学的临床数据均通过专门的听力仪器和设备获得。基于这些数据，听力学家和耳科医生作出相关的正确判断，

确定病人的听力状况，提出相应的治疗和康复方案，因此听力设备工作正常与否至关重要。有误差的听力计获得的听力图必然

不准确，未经严格校准的听性脑干诱发电位仪测得的数据也不能帮助听力学家对患者的听觉功能作出准确的判断。早期美国的

调查表明，相当多的听力诊所使用的听力计由于校准不够，听力计无法准确测测试需要的频率和声强。早在 1960年托马斯等发

现由于听力计校准不够, 有些临床听力计居然无法测出 50dBHL 以下的听力阈。而大部分新购的听力计均有误差，无法使用，

须重新校准。由此可见校准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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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和医疗需求

听力设备的校准不仅保证临床听力工作的正常开展, 更重要的还是鉴别听力测试结果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重要前提之一。

许多使用听力学临床报告的机构或单位把听力设备是否定期进行校准作为认可的先决条件之一，比如，工人噪音听力保护的监

督和管理部门，裁定和发放工人听力抚恤金的保险公司和相关政府部门，接受听力诉讼的法庭等均对听力设备校准有明确规定

和严格要求。如果听力计没有经过定期校准，所获得的听力图便得不到认可，视为无效。

听力设备校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让医院之间对同一个病人在不同地方测试的临床听力数据可以互换和相互参照，而

不失去其准确性。正如其它常规医疗设备一样，不论何时何地，其测试的结果均一致有效。但是, 我们发现在现实中, 相当一部

分病人的听力状况因医院不同而不同, 因设备而异,甚至因人而异。即使在同一医院，由于缺乏校准，不同听力设备获得的结果

也难以进行比较。通常，我们发现用标准 TDH39耳机测试的听力图与使用插入式耳机，或者声场测试的结果相差甚远，给病人

的治疗和康复造成一定困难。

3．研究需求

校准对于临床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使用听力计来获得流行病学时，统一、准确、一致的校准会保证听力数据的质量。

比如，目前国内由于听损标准不一，无测试设备的校准和标准说明，致使对某些人群的流行病学的结果不一，误差大，影响结

果准确性。

综上所述，对听力设备进行严格、定期的校准是临床听力学家的首要工作之一，不能忽视或掉以轻心。

四川微迪数字有限公司服务项目

尊敬的用户：尊敬的用户：尊敬的用户：尊敬的用户：
您好！

为提高微迪数字产品的服务水平，提升听力设备用户的应用水平，更好的与用户交流沟通而制定的服务项目。该服务项目由培训、保障、

维修维护、回访等部分组成, 用户的需求将在第一时间里，通过我们热诚地服务得到及时的解决。

一、针对不同对象的培训服务

培训内容：

1、听力学知识；

2、耳鸣知识；

3、耳鸣掩蔽治疗方法；

4、产品操作方法的讲解及实习；

5、产品校准的操作方法的讲解及实习。

二、产品的保证服务：

1、长期向客户提供产品所需各种消耗材料，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2、产品的升级服务；

3、产品定期的校准服务（收费项目）；

三、维修维护服务：

1、通过电话咨询方式及时为用户解决问题；

2、通过上门维修的方式为用户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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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在用户处不能解决的问题，通过返回公司的方式解决问题，用户有需求可提供周转设备；

四、回访服务：

对使用听力设备的用户进行回访，了解用户对产品的使用情况，及时为用户解决使用的问题；

如果您有宝贵意见,,,,请随时与我们联系,,,,谢谢您的合作!!!!

问题 1111：耳鸣掩蔽疗法应该注意哪些心理问题？

在实施耳鸣掩蔽疗法时一定要排除精神紧张等心理因素，使患者在一个较为松弛的状态下去聆听并结合一定的松弛训练。在心情愉快

而轻松的状态下，约有 1/3的患者感觉耳鸣减轻；在心情紧张焦虑的状态下，约半数患者会感觉耳鸣加重，从而使耳鸣与心理障碍形成恶性循

环，因此嘱患者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尤为重要。松弛疗法也叫松弛训练，基本原则是在意识控制之下，松弛全身肌肉。一般每次10-20分钟，

每日两次，在晨起和睡前进行。在躯体松弛的前提下才能达到精神的放松。

在进行掩蔽治疗的同时，要指导患者对耳鸣忽略、适应和习惯，消除对耳鸣的恐惧心理，树立耳鸣可以治愈的信心，分散对耳鸣的注意

力，一旦想到耳鸣，就立即转移注意力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如看书，听音乐，跑步，游泳等，使耳鸣成为可以接受的现实，做好与耳鸣长期

共存的准备，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相当多的严重耳鸣患者可以带着耳鸣平静的生活。

问题 2222：耳鸣响度测试实施过程有哪些要点????

尽管也用匹配法对耳鸣响度进行测试，然而在实施时，情况比音调匹配测试要复杂，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重振和掩蔽效应。应

在尽可能短的时程内完成响度测试；同时，在耳鸣音调匹配测试后，最好休息几分钟，以便使耳鸣响度测试结果尽可能如实地反映出来。有实

际测试经验的听力学家在耳鸣响度的评估中，对操作本身并不感到困难，测试步骤的熟练程度也不容置疑。令其困惑并产生比音调匹配测试复

杂的印象，大概是基于对测试结果在机制理解上的难度。不仅如此，测试音对耳鸣的同侧与交叉掩蔽效应使耳鸣响度与测试音响度达到平衡的

过程有时不太顺利。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只需几分钟的时间即可完成测试过程。必须强调的是，无论响度测试得到什么结果，不要忘记即使不

太响的耳鸣也可能很烦人，使病人很痛苦。因此，如耳鸣响度测试得到低响度的匹配值，这并不意味着耳鸣很轻或意义不大，应结合其它资料

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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