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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从 能探测 到仅仅 引起 了基底 膜纳米 级振动 的细微声 响 ， 

到理解喧哗的音乐会上嘈杂背景中的讲话 ，听力正常者至少 

能在 120 dB的动态范围 (dynamic range)内处理声音信息。 

在一定条件下，人耳不仅能分辨不 同音调间 1／1000差别 ， 

同时 ，还能在数十微秒 (microseconds)到数百 毫秒 (millisec． 

onds)时间跨度上处理声音信息。 当然 ，只有在灵敏而精巧 

的机械 、电和神经机制的共同参与下，正常的听觉系统才达 

到这样敏锐的灵敏度。不幸的是。听觉系统如此敏锐的灵敏 

度同时也非常容易受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从遗传基因的 

异 常 、正常生理 的老化过程 ，到耳 毒性 药物 和噪声 的暴露 ，都 

能导致影响了全球十分之一人 口的听力 障碍 (hearing im— 

pairment)。听力损失不光降低了耳聋患者个人的生活质量， 

同时也增加 了全社会 的公共健康开支 。 

不 同于以往的综述 ，本文从 系统研究 (system approach) 

的角度出发，重点探讨听力损失 (hearing loss)对听觉感知 

(auditory perception)的影 响以及进一步在 听觉功能上引起的 

后果。图 l说明了对听力损失的这种系统研究的途径。作为 

听觉系统输入的声音，经过从外耳到皮层的一系列处理和转 

换 ，最终变成了被大脑感知到的该声音的音质 、内涵和意 

境。特别地，对听觉系统来说 ，通过外耳和中耳的加工，外界 

声音信号中在语音识别上尤为重要的 1—2 kHz频率范围上 

产生 了最 大的响应 (responses)。耳蜗 ，或者在此处称 为内耳 ， 

通过外毛细胞对声音的适应性放大和内毛细胞的突触化学 

传递，将声音的机械振动转换为听神经纤维上传播的电冲 

动 。 电冲动 进一 步被 听觉脑 干 和 听觉皮 层处 理 (process)、 

编码 (code)、和解译 (interpret)，最终在认知水平上 (cogni一 

基金项 目：国家 863计划专题项目(2007AAO2Z15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0730040)和面上项目(30871398)；国家十一五科 

技支撑计划重大项 目(2008BAI50B08．2007BAIl8B12．2007BAI18B14)。 

作者简介：申卫东，男，汉族，籍贯宁夏固原，副主任医师，耳鼻咽喉科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耳科学临床 、电听觉 

(人工耳蜗)的原理、听觉植入与中枢可塑性等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曾凡钢，男，籍贯江西，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医学中心耳鼻喉一头颈外科研究部主任、听觉与言语研究室主任 ．解剖与神 

经生理学、生物医学工程、认知科学和耳鼻喉科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正常和耳聋时听觉系统对感觉信息编码的研究。 



· 342· Chinese Journal of Otology Vo1．9，No．3，20 1 1 

图 1 听力损失 的系统研究方法 

tion)形成了外界声音振动的听觉物象 (auditory object)。除 

了前面提到的上行通路 (forward—feeding pathway)，听觉系 

统还存 在能在功能对 上行 活动进行调节 的、从 听觉脑 干到听 

神经、耳蜗及中耳的下行通路 (backward—feeding pathways)。 

听觉系统无论是一处 、还是不同部位同时发生的多处损伤， 

都会影响到正常的听觉处理而导致听力损失。根据发生部位 

和程度 的不 同 。这些损 害可能破坏听功能 的不 同生理过程 ， 

不但能导致是程度不同的听力损害，而且能引起性质各异的 

听觉感知障碍和听觉功能缺陷。我们将在正文里结合听觉相 

关结 构的破坏 与相应 的生理改 变和功能 上 的后 果来讨 论不 

同类型的听力损害。虽然本文重点关注听力损失在感知和功 

能上的后果．但是为了内容的完整性，也会兼顾听力损失的 

诊断和治疗 

2 听力损失的病 因 

临床上 ，听力损失 可以笼统 的划分 为传导性 (conductive 

loss)和感音 神 经 性损 失 (sensorineural loss)两种 主 要 的类 

型。这两种类型听力损失的发病可以是先天性的 (congeni 

ta1)，也可以是获得性的。目前在发达 国家 ，多数先天性听力 

损失的患者都是在出生时通过听力筛查得到确诊，或者通过 

询问耳聋的家族史而发现。先天性听力损失可以是遗传性 

的，也可以是非遗传性的。大部分类型的先天性听力损失都 

不是综合症型的，而是通过常染色体隐性方式遗传 (autoso． 

mal recessive transmission)．比如 Alport综合症或者 Potter综 

合症患者常合并肾脏疾病的家族史。其它引起先天性听力损 

失的非遗传原因包括母亲孕期感染 、核黄疸、生产过程中的 

外伤和药物的耳毒性损伤 _ll。 

尽管有遗传因素参与 ，但是获得性听力损失(acquired 

hearing loss)通常是与环境因素有关。噪声暴露、耳毒性药物 

和老年性聋是获得性感音神经性耳聋的重要原因。其它引起 

获得性感音神经性耳聋的原因包括自身免疫性失调、突发性 

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头部外伤，还有听神经瘤。获得性传 

导性听力损失 的主要病 因包 括耳 硬化症 、中耳炎 、外耳道栓 

塞、鼓膜穿孑L、胆脂瘤、鼓室硬化等 ]。 

以下我们详 细描述几种 主要类 型听力损失 的症状 和 

诊断 ： 

首先 ．噪音引起的暂时性听力损失通常在 24小时内消 

失 ．但是如果反复暴露于强声 ，则会导致永久性的听力损 

失。高频耳呜常常伴发于噪音引起的听力损害。根据噪音暴 

露史，结合听力图上表现出的4 kHz频率附近特征性的阈值 

升高 (Carhart S切迹)，基本上能确定噪音性耳聋的诊断 ] 

常用的耳毒性药物包括氨基甙类抗生素、铂类化疗制剂 

(如顺铂、卡铂)、襻利尿剂等。非甾体类抗炎药 (NSAIDs)可 

以引起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以及耳鸣 ，这种听力损失和耳 

鸣有时在停用药物后可以恢复。严密监测患者的m药浓度和 

听力 变化 ，能减 少这些 有毒 副作用 药物使 用期 间的耳 毒性 

风险 [4 3。 

自身免疫性紊乱，特别是结节性多动脉炎、系统性红斑 

狼疮、Wegener S肉芽肿等均能引起听力损失。代谢性紊乱 

糖尿 病 、甲状腺 功能 低下 、肾功能 衰竭 、高脂 ff【【症 等在病 

情严 重 情况 的下 也能 引起 听 力损 失 。 白身 免疫 性 内耳病 

(Autoimmune inner ear disorders，AIED)以双侧 渐进性 感 音 

神经性听力损失且类固醇治疗有效为特征。自身免疫性内耳 

病 听力损失 的进展速率 可能很快 (数周计 )，也可 以卡H刘较 

慢 ，达数年 。较之于听力损 失程度 ，AIED患者 的言语理解通 

常显著的 比预测的要差 。 

梅尼埃病以发作性眩晕 、耳鸣，波动性的听力损火和耳 

内压迫感为特征。虽然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病因，但是组织病 

理学证据显示出受 累内耳 的内淋 巴系统压力增 高。梅 埃病 

的病原可能是多样的，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可能 时在起作 

用。梅尼埃病的治疗包括生活方式的改变如限制食盐摄人 、 

杜绝酒精和咖啡因、以及缓解压力。鼓室内类吲醇和氨基甙 

类抗生素的注射也被用来 治疗梅尼埃病 。手术是梅尼埃病治 

疗的最后手段 

突发性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 (Sudden sensorineural hear- 

ing loss)是 医学急症 ，短期 内听力表上 临近 3个 或 3个 以上 

频率出现平均听阌超过 30 dB的听力损失即可诊断 突发性 

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多发生在 3天或 3天以内，通常为单侧 

性 。然而 ，文献报道 的自发性恢复的 比例在 32％到 70％ 之间 ． 

并且只有 10～15％的病例可以追溯到明确的病 。可逆的病 

因包括外淋巴瘘、内耳损伤。另外，突发性感音神经性听力 

损失可以是听神经瘤的表现。临床上见到的大部分突发性听 

力损失都是不可逆的，可能是由自身免疫过程引起 ，或者是 

病毒或血管性原因 [7 3。 

听神经瘤 (Acoustic tunlors)更准确的应该称为前庭神经 

雪旺细胞瘤 (vestibular schwannomas)，常常导致 单侧 、非 对 

称性的听力损失．或者表现为突发性听力损失。前庭神经雪 

旺细胞瘤的其它常见症状包括单侧耳鸣、眩晕或平衡障碍。 

少数听神经瘤病例是作为 Ⅱ型神经纤维瘤病伴发双侧前庭 

神经雪旺细胞瘤 的家族 聚集形式 出现 。听神经瘤引起 的听 力 





· 344· Chinese Journal of Otology Vo1．9，No．3，201 1 

f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ABR)利用置 于颅 顶 和乳 突 的 

表面电极记录听觉系统对气导耳机或骨导振动器输出的短 

声 (click)或短音 (tone pip)刺激产生的诱发电位。图 3下方 

为一典型的 ABR波形，波 I对应于听神经远端产生的活动， 

波 Ⅱ来源于 听神经近段 ，波 Ⅲ起源于蜗核 ，波 V起源 于内侧 

膝状体／下丘 (图中没有显示对应于上橄榄的波Ⅳ)。听神经 

病 (auditory neuropathy)或涉及内听道的肿瘤 如前庭血 旺细 

胞瘤及脑膜瘤等均可以引起 ABR异常。 

4 听力损失的分类 

随着对 听觉损 失认 识的不断深人 ，我们现在能够根据 听 

力损失在解剖学 和病理生理学上 的不同 ，对 听力损 失进行更 

为精确的分类。为了能反映认识和诊断上的这些进展，在此 

我们把听力损失分为以下 五类 ： 

(一)传导性听力损失 (外耳和／或中耳损伤) 

(二)耳蜗性听力损失 (内耳损伤) 

(三)神经性听力损失 (听神经损伤) 

(四)反馈性听力损失 (下行传导系统损伤) 

(五)中枢性听力损失 (脑干和皮层损伤) 

表 1列举了各型听力损失在诊断和症状上的不同特征。 

相对于骨传导 ，典型的传导性听力损失病人的气导阈值升 

高，尤其是在低频范围。此时，中耳功能可能受累且鼓室图 

上会有阳性的结果；声反射和 OAE产生应该不受影响，但 

是有可能因为机械传导通路的中断而无法测量。神经处理 

(neural processing)机制不受影响。外毛细胞损坏患者的气 

导和骨导听阈均升高，尤其是在高频范围。这种情况下 

OAE可能会消失，但是中耳和神经功能应该是正常的。此时 

言语识别的损失能够通过适当的助听器验配得到补偿。内毛 

细胞损坏患者的听阈、中耳功能和 OAE应该正常，但表现 

出异常的声反射、ABR．以及与听力图提示的听力损失不成 

比例的言语识别异常。神经性听力损失者 (如听神经病)本质 

上具有和内毛细胞损伤患者一样的症状．因此需要更为细致 

的测试对二者加 以鉴别 。反 馈性 听力损失患者在安静时听功 

能或许是正常的，但在噪音情况下听功能则有受损表现。中 

枢性听力损失患者的外周听觉功能正常 ．但像诱发电位、脑 

成像和言语识别等反映中枢功能的检查会有异常。 

下面的 5个部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些听力损失的感 

知上 的后果 。 

5 传导性听力损失 

任何阻碍了声音由外耳传导到耳蜗的病因都可以导致传 

导性听力损失。比如耵聍栓塞或外耳道异物，是引起外耳道 

阻塞的常见原因。另外，先天性外耳道畸形 ，以及外耳道塌 

陷能引起高达 30 dB的传导性听力损失。 

但是 ．引起传导性听力损失最常见的原因还是中耳积 

液。积液通常是作为中耳与鼻咽部通气道的咽鼓管功能障碍 

所致 ，就像儿童中常见的那样。如果这种积液继发 感染， 

则 演变成另外一种常见 的情 形 一 中耳炎 。中耳积液 引起听 

力损失的机理是阻碍了鼓膜的振动 ，降低了中耳传音的效 

率。其它涉及鼓膜的、引起传导性听力损失的原因包括鼓膜 

穿孔 、鼓膜硬化 (鼓膜纤维层增厚 )，或者鼓膜膨胀不全 (纤 

维层缺失) 

除了鼓膜原因．传导性听力损失的原因可能是中耳的其 

它部分 、甚至是内耳的声音传递过程中断的结果。比如中耳 

的慢性 炎症 可能永久性 的破坏听骨链功能 ．被称 为耳硬化症 

的镫骨周围骨质的过度增生则降低了镫骨的活动性 。最后 ， 

如果内耳出现了没有被骨质覆盖 的瘘 口，则部 分声 音引起的 

容积流动 (volume velocity)就会从耳蜗分流 ，产生传导性听 

力损失 

通常认为，传导性听力损失可以通过医疗手段矫治．而 

且在治愈后，患者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听觉功能f8／。这条 

规则的例外是如果在早期因为传导性听力损失而引起 r听 

觉剥夺 (auditory deprivation)，则这种 听 力损失 可能 导致 听 

觉发育上的异常，以及显著的、包括时域和言语处理在内的 

听力受损。但是也有证据证 明及时且得 当的训练可 以纠正这 

些听觉认知方面的问题 [ ， ]。 

6 耳蜗性听 力损失 

耳蜗性 听力损失是指从静纤毛紊乱到 内 、外毛细胞缺失 

等程度不同的内耳结构损坏引起的听力损失 Ill J。虽然对这 

些结构损坏引起的相应生理反应已经有了系统的报道 ，但是 

对这些损坏导致的听觉感知上的后果的描述尚不完备 在 

表 1 不同类型听力损失的症状和诊断 

注：+阳性或异常的结果 ；一阴性或正常的结果； 参阅正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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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主要关注选择性的外毛细胞缺失和选择性的内毛细 

胞缺失对听力的不同影响 

耳蜗性听力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外毛细胞的损坏。外毛细 

胞主要功能是对听到的声音进行非线性的放大。非线性放 

大能让微弱的声音放大到 1000倍 (增益 6O—dB)，而当传人 

的声音增大时，增益逐渐降低，对响亮的声音耳蜗不再提供 

增益 ，而最终变成一个线性系统 【 ]。在高频段，增益是频率 

特异性的，增益只施加于对应于基底膜上每一处的最佳频率 

(best~equency)附近的频段。 这 种非线性 放大对解决 听觉 

系统的动态范围问题及锐化频率选择性至关重要。因此，外 

毛细胞的损坏对声音的感知具有根本性的 影响。 

外毛细胞损伤最明显的后果是听觉敏感度的丧失 (无法 

听到微弱的声音)。有证据显示，较之于低频听力．高频听 

力表现出更强的非线性，所以大部分这类耳蜗损伤的病人高 

频部分的听阈提高。 

外毛细胞损伤也会引起阂上听力测试的明显改变．尤其 

是在强度和频率特性上。响度重振 (Loudness recruitment)是 

外毛细胞损伤导致强度感知改变最为熟知的一种表现。图 4 

左上通过正常听力耳和耳蜗损坏耳响度增长曲线的对比揭 

示了响度重振现象。正常听力耳的响度增长曲线的动态范围 

至少 超过 100一dB_】 。 损 伤耳动 态范 围 的压 缩不 是因 为对 

强声感知的不足．而是因为对低强度声音感知敏感性的丧 

失。动态范围压缩的后果是损伤耳在听阈附近响度急速的增 

长 ，而在 高强 度时则赶上正常耳 。然而 ，响度重振曲线的形成 

不一定需要响度增长曲线斜率的改变。损伤耳听阈附近响度 

基线值 的提高至少可 以部分解释响度重振现象 。 

在生理学水平，外毛细胞损伤使基底膜的表现的更像是 

3o 40 so ∞ ∞ 舶 ∞ 1oo 

蛳∞醴1w I鲤I sPL) 

图4 外毛细胞损伤对听觉系统的影响 

一 个线 性 系统 。利 用对 频 (on一~equency)和 过频 (off—fre— 

quency)前掩蔽 (forward—masking)技术的行为测试 已经证 实 

了损伤耳基底膜振动的线性化 (1inearalization)N5]。右上 重绘 

自Oxenham 和Plack的数据的曲线显示了正常耳的非线性 

压缩 ，与之相对的是受损耳线性的掩蔽增长曲线 

外毛细胞毁损 同样 降低了损伤耳的频率选择性 ( 

quency selectivity)。利用强度固定的纯音信号作为探测音 。 

掩蔽声 的强度 随频率 而改变 ，刚能掩蔽探测音的掩蔽声强度 

与其频率 的函数 即为心理物理调谐 曲线 (psychophysical tun． 

ing curves)，可以利用来测试受试者的频率选择能力。虽然 

心理物理调谐曲线的形状受到测试信号的强度、掩蔽声的类 

型 (纯 音或 噪 声 )及 测试 过 程 (前掩 蔽 或 同 时掩 蔽 )的 影 

响[】 ，但是有强烈的证据显示在耳蜗性听力损失时 ]．调 

谐曲线增宽，尤其是调谐曲线的锐利的尖峰消失。左下图显 

示一位单侧耳蜗性听力损失者的正常耳和受累耳频率在 1 

kHz处的心理物理调谐曲线。与健侧 10 dB带宽 128 Hz的锐 

利调谐曲线相比，患侧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特征频率或者尖 

峰，但 10 dB带宽却比正常侧宽了 3到 4倍。但是这种调谐 

曲线 的变 宽未 必一 定使 频率 辨别 (~equency discrimination) 

变差 ，因为蜗性 听力损失者可 以利用诸如听神经 的锁 相等 基 

于时域的线索来进行频率辨别 。 

的确．外毛细胞的损伤可能对听觉 系统 的时域处理 

(temporal processing)的影响相对较小。 图 4右下侧的曲线 

显示 了一位耳 蜗型听力 损失患 者基本 正常 的时间调 制察 觉 

能力 (temporal modulation detection)测试 结果 l2】]，从 更大样 

本例数 的人群和不同听力图类型患者中得到的数据与此 

相仿 琵 。已知强度处理和时域处理间存在的非线性交互 

作用 ]．使得直接测量耳蜗性听力损失对时域处理功能的 

影 响变得有 些复 杂 。一般 公认 ，在 把 阈值 的提高 、非线性 

压缩 的减少及响度重振等因素考虑进去后 ，耳蜗性损 

伤 通 常 不 会 影 响到 时 域 整 合 功 能 (temporal integration 

function) ，驯、时域 间隔探 测 (temporal gap detection) 掘 、 

时间窗 (temporal window)[3o]和前后掩蔽 (forward and back． 

ward masking)E31]。 

同样，如果考虑可听度和听觉损失的非对称性，外毛细 

胞损伤对利用耳间的强度差 (ILD)和耳间时问差 (ITD)来 

完成 的双耳 听觉任务如声源定位等影响很小或者没有影 

响 [32-35]。尽管外毛细胞损伤损害了听觉系统的强度和频率处 

理 ，尤其是在 噪音和混响的情况下 的言语识 别 ，但这种损 害 

在很 大程 度上 可以通过 助听器 的适配 和适 当的动态 范 围压 

缩来补偿 。 

与外毛细胞损害不同．抗肿瘤药物卡铂等导致的选择性 

内毛细胞缺失 [36]，则产生完全不同的生理学反应。 这种情 

况下．只要外毛细胞大体完整．即使有相当数量的内毛细胞 

选择性缺失，听阈和听神经水平的调谐均相对正常 ∞， 。在 

听觉感知水平 ，选择性的内毛细胞缺失被当作耳蜗中的 “盲 

区”(dead regions。即基底膜上没有功能的内毛细胞和／或神 

经元存在 的区域 )来研究 _39]。 

S霄i l，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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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正常 f47] 

右上图显示听神经病患者基底膜非线性的行为测试结 

果。与 Oxenham和 Plack的数据类似 _l5]，空心三角表示线性 

对 频 前 掩蔽 的增 长 曲 线 (on-frequency froward—masking 

growth function)，而实心三角表示正常听力者的高度压缩的 

过 频 前掩 蔽增 长 曲线 (off—frequency forward—masking growth 

function)fBai et a1．，unpublished data)。听神经病患者表现出 

相似的线性对频掩蔽曲线 (空心圆所示)和压缩性的过频掩 

蔽曲线 (实心圆，below 90 dB SPL)。然而听神经病患者对掩 

蔽声的敏感性要比正常人高出20—4O r】B， 尤其是对过频 

掩 蔽声。过掩蔽现象在 其它类型的掩蔽实验 中也能观察 到 ， 

包 括同时掩蔽 、前掩蔽 、后 掩蔽 、起始掩 蔽(onset)及稳态掩 

蔽 (steady—state masking)[47]。尽管听神经病患者和存在耳蜗 

盲区的耳蜗性听力受损者都有过掩蔽 (excessive masking)现 

象，但其内在机制可能完全不同。耳蜗的盲区缺少的是传输 

信号的内毛细胞，而听神经病则引起了神经发放在时间上的 

紊乱 (temporal iitters)，显著的消除了对噪音下探测声音信 

号来说非常重要的锁相 (phase—locking)线索。 

左下图分别显示一个正常人 E48j和一个听神经病病人的 

心理物理调谐曲线 [49j。听神经病病人的调谐曲线与正常人 

相 比略宽 (波形 因数 1．7)，但曲线 的尖端 都在 4 kHz。调谐 曲 

线的这些参数对帮助区分耳蜗性和神经性听力损失至关重 

要。另外，神经性损害和外毛细胞损害不会改变调谐曲线的 

位置，但外毛细胞损害的调谐曲线更宽。神经性损害和内毛 

细胞损害调谐曲线的宽度相仿，但是内毛细胞损害的调谐曲 

线位置发生了改变。 

右下图的为一组正常人和一组听神经病病人的时间调 

制转换函数 (temporal modulation transfer functions) 。听神 

经病病 人平 均需要 大约 30％ 的调制 幅度来 达 到探测 阈值 ， 

并且他们的转换函数具有带通特性。比较而言，正常听力者 

只需要 10％ 的调 制幅度 ，并且 他们 的转 换函数具 有低通 特 

性，并且低通的截止频率很高。 

广泛 的心理物 理学研究 显示 47,50-51~神经 性损害对 诸 

如响度辨别、高频段的频率辨别和利用耳间强度差来进行声 

音定位等强度相关听觉感知功能影响很小。相反，神经性损 

害显著削弱了听觉系统与时域信息有关的感知功能，如低频 

段的频率辨别 、时间整合、间隙探测、时间调制探测 、前后 

掩蔽 、噪音 下信号的探测 、双 耳音拍 (binaural beats)和利用 

耳间时间差进行声源定位等。神经性损伤感知功能上的这些 

后果与耳蜗性损害患者的表现不同 ，耳蜗性听力损失 患者 的 

强度感知虽然受损 ．在计人受损 的强度感知功能后他们 的时 

域处理相对正常。 

研究 耳蜗性 听力损 失和神 经性 听力 损失 在感知 功能 上 

的不同有助于阐明听觉信息处理的内在机制。听觉系统对声 

音信息的处理使用了不同的神经编码机制 ：强度处理使用 不 

甚理想的神经冲动计数编码．时域处理采用了同步化的冲动 

编码 ，而频率处理则采用复式编码机制 (duplex code)。 

Cochlear frequency Hz) 

图 7 中耳肌肉收缩 (实线)或电刺激内侧橄榄耳蜗传出纤维 

(点线)后引起的耳蜗频率一衰减函数的改变。 

8 反馈性听力损失 

除了上行通路。听觉系统还有一套利用反馈环路控制信 

息流和信息处理的下行通路。反馈控制的损坏也会损害到听 

觉处理，但很少有研究关注这种类型的损害。此处我们对 2 

个反馈环路进行评价，分别是中耳或者称镫骨肌反射和橄榄 

耳蜗传出反射 

生理学研究证实 了镫骨反射和传出反射起到对抗掩蔽 

作用 (anti—masking role)，但是这两种反射分别在不 同的强 

度和频率上发挥作用 [52 J。强声刺激可以引起镫骨肌反射 ，而 

且镫骨肌反射在中一低频范围内能使传导到耳蜗的声音衰减 

高达 2O～30 dB(2～10 kHz，图 7中的实线图)。这些反射 

的损坏能引起 显著的听力损 失。 

Borg和 Zakrisson_53 测试 了 7例单 侧贝尔氏面瘫和镫骨 

肌麻痹病人的言语可懂度与言语声强度从 3O到 127 dB SPL 

变化的关系。健侧耳的言语可懂度在刺激言语声强度到 120 

dB还保持在 90％ 正确的高水平 ．而镫 骨肌麻痹患的侧耳的 

表现从 100 dB就开始降低 ．到 120 dB SPL时正确率跌至 

30％。这种的翻转的性能一强度函数关系在大样本贝尔氏面 

瘫病人人群 中得到 了重复 ．而且这种现象可能与掩蔽效应从 

言语的低频成份向上影响到承载言语可懂度的中高频成份 

的过度扩散有关 E54]。镫骨肌的损伤使听觉系统在高强度下 

的动态范围缩 小了 l5～20 dB。 

传出反射的激活能强化频率选择性，反之 ，受损的传出 

反射则降低了频率选择性 (frequency selectivity)，影响条件 

下听觉系统的表现 _55， 。 图8的左侧曲线显示通过噪声激 

活对侧传出反射能锐化测试耳的心理物理调谐曲线 ，主要是 

增加了低频侧的斜率 f57 J。听觉传出系统的兴奋可以抑制连 

续的背景噪音 ，提高听觉系统的信噪比。虽然这种强化作用 

一∞pJ uo鬟i 3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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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橄榄耳蜗传出系统对听觉的影响 左图为对侧耳未施加 

噪声(开放倒三角)或施加噪音时(实线)的心里物理学调谐曲线； 

右图显示传出系统切断前(开放倒三角)和切断后(实心圆)的注 

意滤波器形状 的改变 。 

总的效应很小 ，但是传 出反射可能是导致耳蜗性和神经性听 

力损失频率选择性改变的因素。图8右侧曲线显示手术切断 

传出反射后，注意力滤波机制 (attention filter)增宽了超过一 

个数量 级 。另外，除了上面提到的反馈机制，听觉系统还 

存在多个从皮层到听觉脑干的反 向馈给通路 (backward— 

feeding pathways)，因为其在感知功能上的意义尚不清楚 ， 

故在此不加讨论，请参阅Suga等的综述 59]。 

9 中枢性听力损失 

除了少数例外，与中枢损伤有关的听力损失在病理生理 

学上 尚未 明确定义 ，而且这样 的听力损失通常和 中枢性听觉 

处理障碍 (central auditory processing disorder)、言语损害 、 

学习障碍 、孤独症及注意力缺陷等疾病的相关症状关联 ．有 

时听力损失还是造成这类疾病其它症状的主要原因 我们在 

这里定 义的 中枢性 听力损失指 那些 与外 周 听觉 系统 的任何 

可能问题都无关的听力损失，听觉外周指则是指从外耳到内 

耳的听觉结构 ，也包括听神经本身。中枢性 听力损失 的研究 

是一个新兴领域，与神经科学研究的许多方面密切相关 ．比 

如脑功能成像和皮层可塑性。我们将介绍几个和中枢性听力 

损失有关的病种，借此来说明周围性和中枢性听力损失的共 

通点和相异之处 。 

多发性硬化 (MS)是大脑的一种脱髓鞘性病变 。Levine 

等 测试 了38例 MS病人的电生理学和心理物理学的表 

现，通过与脑成像数据的比较，他们将病人特定的异常表现 

精确定位于脑部的不同损伤部位。他们发现 r异常的 ABR 

和使用高频载波信号测试时 (>4000 Hz)的异常耳问时问差 

(ITD)这两者都与听性脑干紧密联系着，而耳问强度差和使 

用低频载波信号 (<1000 Hz)的耳间时间差可能与听性脑 

干的损伤没有密切的联系。与发生在外周的神经性听力损失 

不同是 ，除非脱髓鞘病变的严重性和范围都达到相当的程 

度．MS病人相对简单的时域处理能力如间隙探测等可能不 

受影响。 

听觉信息处理受损被指是造成 3～6％儿童特定言语损 

害的主要原 因．而这些儿童认知功能的其它方面未受影 

响 6】j。 就像发生在传统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的情况一 

样，这种听力损害与可昕性 (audibility)无关，但却与快速变 

化的时域信息处理困难 (inability)有关 ，比如在竞争条件下 

侦测和识别短促 的声音 ]。 凶为这些 受累儿童 的听觉 外周 

未见明显的异常，他们处理短促声音的时域处理障碍很有可 

能是中枢起因的。有报告指出针对短促声音处理的强化和结 

构化(structured)训练能促使这些儿童语言学习的提高。 但 

是，时域处理缺陷是否就是语言损伤的主要原因，以及训练 

计划是否真的有效还是争议的焦点 r 。最后一个在中枢 

与听力损失有关的病种 是孤独症 ．典型的孤 独症 症状 与患儿 

丧失了把无关背景信息过滤掉的能力有关。此外，从纯音 

听力 图 、中耳功能 、声反射 到耳声发射 ，典型孤独症 儿童的 

外周听力正常 。然而 ，孤独症儿童处理阈上信息有 难 ． 

包括异常 的响度感 知 、频率处理 、注意力 、以及像 嗓音这样 

的复杂声的皮层处理 [ — J。 

10 听力损伤的感知后果的总结 

表 2总结 了各 种听力损 失造成 的听觉 感知 功能 } 的后 

果。传导性听力损失将线性的缩小响度的增长而对其它所有 

表 2 听力损失 的感知后果 

注：+阳性结果：一阴性结果； 参阅正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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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并分送到不同的电极来刺激临近的耳蜗内螺旋神经节 

细胞 。 

到 2008年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超过 100，000听障者使 

用耳蜗植入 ．其中超过半数是聋儿，他们因此获得正常的 

语言发育。早先 。耳蜗植入的候选者必须达到极重度耳聋 

才能符合耳蜗植入的条件。 目前，只要言语可懂度低于 

50％，即使他或她的听力图是正常的 ，也可以接受耳蜗植 

入 。已经有一些利用耳蜗植入装置成功治疗听神经病的报 

道 {7o-72]。不过 ，对听神经切断和耳蜗骨化或完全畸形的病 

人．就需要使作电极放置于蜗核或下丘的脑干植入装置m， 。 

除了通 过这些装置 的手段 ，研究 者也竭力朝 向生物技术 

治疗 听力损失 的方向努力 。毛细胞 的再生 _75， 、基 因治疗和 

干细胞移植是治疗耳 蜗性 听力损失最有 前途的方 向 [77]。今 

后听力损失的治疗可能要混合 ，或是联合使用工程学和生物 

学的手段。 

l3 结束语 

听力损 失可 以由影响 了正常听觉 处理从 外耳道 大脑 的 

一

个或多个部分环节的遗传缺陷引起，也可以由环境因素导 

致。传统上把听力损失划分为传导性和感音神经性。然而， 

近期在遗传性、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进展允许我们根据损伤的 

部位和听觉感知上的后果将听力损失进一步 区分 为五种 

类型 ： 

(一)传导性听力损失 (阈值提高) 

(二)耳蜗性听力损失(响度和音调异常) 

(三)神经性听力损失(时域处理受损) 

(四)反馈 性听力损失 (对抗掩蔽和注意缺 陷) 

(五)中枢性听力损失(时域和综合处理缺陷) 

传导性听力损失可以通过手术或骨导助听器治疗。耳 

蜗性听力损失 ，尤其是 由于外毛细胞 的损伤．能通过助 听器 

治疗，但内毛细胞损伤导致的耳蜗性听力损失就需要耳蜗植 

入。神经性损失不能通过助听器得到有效的治疗，但是可以 

通过人工耳蜗部分地补充。反馈性损失引起轻微的感知改 

变 ，可能不需要进一步 的干预 。中枢性听力损 失可 以是 永久 

性的，像多发性硬化 ，也可以是暂时的，如缘于中枢可塑性 

的改变，这种暂时性的听力损失可以通过训练和学习得到改 

善。听力损失也会伴有耳鸣和眩晕等症状，但对这些症状目 

前还没有彻底有效的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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