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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早期干预方案对早产儿发育商的影响
▲

丁美丽
袁嫣然
山东省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保健康复科，山东济宁 272100
[ 摘要 ] 目的 探讨个体化早期干预方案对早产儿发育商的远期影响。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1 日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童保健康复科就诊随访的 60 例早期早产儿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常规
组和干预组，每组各 30 例。常规组接受常规的保健随诊，干预组除接受常规组的常规保健外，出院后按照标
准接受个体化干预方案。两组早产儿在纠正 6、12、18 月龄时，应用 0~6 岁小儿神经心理发育量表进行评估，
并比较发育商、运动发育商和适应能力。 结果 纠正 6、12、18 月龄，干预组早产儿的发育商、运动发育商和适
应能力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以医院为主导，建立早产儿随访体系，制订个体化
早期干预方案，此持续系统的早期干预较常规保健更能有效地促进早产儿发育商的发展，值得临床推广。
[ 关键词 ] 早产儿；个体化早期干预；发育商
[ 中图分类号 ] R179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2097-115X（2022）7-0068-04

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 on the
developmental quotient of premature infants
DING Meili YUAN Yanran ▲
Department of Children’s Health Care and Rehabilitation, Jining NO.1 People’
s Hospital, Shandong Province, Jining
272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long-term effect of individualized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 on the
developmental quotient of premature infants. Methods A total of 60 premature infants who were followed up in the
Children’
s Health Care and 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 of Jining NO.1 People’
s Hospital from January 1, 2017 to
January 1,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outine group received routine health care follow-up, and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 program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after discharge in addition to the routine health
care of the routine group. The preterm infan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by neuro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scale
in children aged 0-6 years old at 6, 12, and 18 months, and the developmental quotient, motor developmental quotient
and adaptive ability were compared. Results At 6, 12, and 18 months, the developmental quotient, motor developmental
quotient and adaptive ability of premature infa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Establishing a follow-up system of hospital for
premature infants and developing individualized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quotient of
premature infants more effectively than conventional health care,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Premature infants; Individualized early intervention; Developmental quotient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早产儿存活率明显提高，
[1]

究在神经发育可塑性的关键时期对早产儿制订个体

早产儿是生长发育的高危群体 ，存活早产儿胎龄

化的早期干预方案：以医院为主导，家庭参与早期

愈小，发育愈不成熟，可伴有呼吸系统、视觉系统、神

干预计划，持续系统的早期干预计划将根据发育里

经系统等后遗症，早产儿的远期不良后果对社会和

程碑实施，以期达到相应纠正月龄的认知、运动发育

人口质量造成影响。早产儿的发育跟踪是一个持续

水平，尽早追赶正常足月儿，改善早产儿的预后，初

的过程，应建立包括眼科、耳鼻喉科、儿科、儿童保健

步量化早期干预措施对发育商、运动发育商及适应

科、儿童康复科等多学科的综合团队，除监测早产儿

能力的影响。

的体格发育、防治常见疾病外，还能监测智能发育并

1 资料与方法

进行干预，建立规范完善的随访跟踪体系，尤其是科

1.1 一般资料

[2]

学系统的早期干预模式是目前的关键问题 。本研
▲

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出生，在儿童保健康复科随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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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完整的 60 例早期早产儿（胎龄 <37 周）为研究

1.2 方法

对象，父母知情同意，建档随访。纳入标 准：胎 龄

所有早产儿出生后新生儿专家会诊，进行生命

<37 周早产儿。排除标准：严重先天性心脏病，先

体征监测，完善颅脑心脏等超声，生命体征不平稳早

天性畸形，先天性遗传代谢病，严重多重感染，自身

产儿收入新生儿病房，生命体征平稳后出院，出院后

免疫性疾病儿。随机分为常规组和干预组，每组各

发放随访手册，告知家属早产儿随访的重要性。多

30 例。两组早产儿性别、胎龄、出生体重、生产方式

学科综合团队除监测早产儿的体重、生长发育、常见

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

疾病外，还可重点完善神经发育评估，必要时完善头

有可比性。见表 1。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

颅 MRI、脑电图、甲状腺功能等。

批准。

常规组给予常规的保健随诊，提供 NICU 的日
表1
例数

组别

性别（例）

两组早产儿一般资料比较
胎龄（周， xx±s）

出生体重（kg， xx±s）

生产方式（例）

男

女

顺产

剖宫产

常规组

30

18

12

33.03±2.67

2.41±0.47

22

8

干预组

30

16

14

20

χ2/t值
P值

32.23±3.01

2.35±0.49

0.27

1.08

0.48

0.32

10

> 0.05

> 0.05

> 0.05

> 0.05

常护理、新生儿抚触、喂养策略等。出院后，接受传

次 30 min。出院后 1~2 周，一般情况良好，喂养良好，

统的随诊，根据发生疾病进行诊治和护理，根据病情

即可初步进行个体化早期干预训练计划。一对一指

需要给予运动和认知发育评估和干预。

导课每 2 周指导 1 次。发育商接近纠正年龄采用家

干预组除接受常规组的常规保健外，出院后按

庭干预方案，强调家庭干预 2 次 /d，每次 30 min；发

照标准接受个体化干预方案。干预期，应合理喂养，

育商明显低于纠正年龄由康复治疗师干预 2 次 /d，

保证早产儿睡眠充足，记录喂养情况、体重、健康疾

每次 30 min，空余时间家长根据指导进行干预。对

病 情 况，评 估 人 员 通 过 评 估 量 表 进 行 神 经 发 育 评

发现明显发育迟缓、肌张力异常、异常姿势的早产儿

估。干预措施：早期干预开始于病情稳定后或生

由康复师系统专业训练。

后第 7 天，如新生儿抚触和按摩。同时教会母亲触

按照如下时间点进行 0~6 岁小儿神经心理发

觉和运动刺激，4 次 /d，每次 15 min，观察新生儿耐

育量表检查：纠正月龄 6 个月内每月 1 次，纠正月

受情况，避免过度刺激。出院后，儿童康复科一对一

龄 7~12 个月，2 个月 1 次，1 岁以后每 3 个月 1 次，

指导，个体化早期干预训练计划包括婴幼儿神经发

至 18 个月。该量表包括大运动、精细动作、语言、适

育疗法、视听觉刺激、大运动训练、姿势管理、前庭功

应能力、社交行为 5 个功能区发育商，所有评估师经

能训练、亲子互动、精细动作等方案，按照纠正月龄，

过专业培训，并取得合格证。发育商 >85 为正常，

根据个体神经发育评估情况逐步进行。纠正 1~3 月

70~84 为偏低，≤ 69 为低下。

龄：采用婴幼儿神经发育疗法，针对患儿头控、肌张

1.3 观察指标

力、精细动作发育等发育评估情况进行干预；认知

观察每组相应纠正月龄发育商，重点观察 6、12、

刺激：缓慢讲话，引逗反应，低声唱儿歌，视听觉追

18 月龄发育商、运动发育商及适应能力并作比较。

踪。纠正 3~6 月龄：采用婴幼儿神经发育疗法；重

1.4 统计学方法

点目标为抬头、弹跳、手支撑、拉坐、翻身；摇铃、追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声、呼名字、撕纸。纠正 7~12 月龄：采用婴幼儿神
经发育疗法，重点目标为坐、爬行、扶物站立、沿走、

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05

独站、扶物蹲下取物；拇食指对捏、积木对敲、积木放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杯中、盖瓶盖、欢迎再见手势、握笔画、藏找物品、判

2 结果

断声源位置、懂得常见物品、有意识叫爸爸妈妈。纠

两组早产儿干预前发育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正 12~18 月龄：重点目标为牵手走、独走、蹲起、扔

意 义（P > 0.05）；纠 正 6、12、18 月 龄，干 预 组 发 育

球；握笔画、翻书、盖圆盖、指认五官、脱袜子，训练自

商、运动发育商、适应能力高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

主排便。制成图表，发放家长，对照训练，2 次 /d，每

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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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早产儿干预前及纠正6、12、18月龄发育商比较（ xx±s）

表2
例数

干预前

纠正6月龄

纠正12月龄

纠正18月龄

常规组

30

63.76±13.37

73.07±11.61

76.73±9.67

78.24±7.78

干预组

30

64.62±14.49

79.58±5.97

82.41±5.49

84.25±8.86

组别

t值

0.24

2.71

2.79

2.69

P值

> 0.05

< 0.05

< 0.05

< 0.05

表3

两组早产儿纠正6、12、18月龄运动发育商比较（ xx±s）

例数

纠正6月龄

纠正12月龄

纠正18月龄

常规组

30

69.80±8.37

73.13±8.48

77.43±9.18

干预组

30

74.27±6.13

81.30±7.39

88.90±5.13

组别

t值

2.36

3.98

5.98

P值

< 0.05

< 0.05

< 0.05

两组早产儿纠正6、12、18月龄适应能力比较（ xx±s）

表4
组别

健外，更应重视神经心理发育的综合早期干预。

例数

纠正6月龄

纠正12月龄

纠正18月龄

本研究建立并充分利用早产儿随访体系，采取

常规组

30

62.43±10.71

70.06±8.81

71.73±8.63

干预组

30

69.44±8.93

78.40±7.99

85.03±7.70

个体化干预方案，以医院为主导，家庭参与，多个团

t值

2.75

3.87

6.29

P值

< 0.05

< 0.05

< 0.05

体密切协作，定期随访，长期跟踪，持续干预。结果
显示，干预组纠正 6、12、18 月龄时发育商、运动发育
商及适应能力均高于常规组（P < 0.05）。提示接受
早期干预方案的早产儿，神经心理发育预后优于常
规保健的早产儿。目前，多种多样的早期干预方式

3 讨论
早产儿各脏器发育不成熟，神经系统发育不完
善，表现为大脑重量轻，体积小，沟回少，髓鞘化落

和妊娠时间不同，早期干预研究有许多异质性 [15]。
但实施个体化干预，并应用于家庭中的早期干预方

后，早产儿脑功能与足月儿存在较大差异 ，而且早

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尤其是医疗资源还不能

产儿由于脑发育成熟度低，脑血管自主调节功能不

满足需求的环境。常规保健以及家长对早产儿的早

[3]

，可能导致远期的神经系统损害 ，如脑性

期护理固然重要 [16]，更应重视个体化干预，以及对早

瘫痪、智力障碍、运动障碍等，还可能会出现情绪、注

产儿家长的早期干预指导 [17]，更有利于改善亲子关

意、行为记忆等神经心理行为异常。从而引起各种

系、环境、行为，减轻父母与早产儿之间的压力，改善

神经系统发育障碍，且神经系统发育障碍较其他问

早产儿的神经发育结局 [18]。

稳定

[4-5]

[6]

题尤为突出，如认知障碍、运动障碍、注意力缺陷、情
[7]

绪情感问题、焦虑、抑郁等 。研究发现，极早产儿

既往早期干预具有阶段性，持续时间短，以医院
为主，干预方法一概而论，针对性不强，不能一对一

[8]

个体化干预和持续追踪干预。本研究采用个体化干

[9]

晚期早产儿发育迟缓或缺陷发生率较足月儿高 ，

预方案，以医院为主导，家庭参与，多个团体密切协

长期随访，其发生精神发育迟滞等神经心理发育的

作，定期随访，长期跟踪，既能避免早产儿早期干预

神经发育障碍的发生率为 20%~59%，高于足月儿 ，

。研究显示，未成熟大脑具

占用过多医疗资源，又能使早产儿早期干预方案科

有一定可塑性，早期干预可提高早产儿的运动和智

学有效、持续化，而且让早期干预融入家庭，增强家

问题概率高于足月儿

[10]

。早期干预不仅

长的依从性和对早产儿个体的认识，促进亲子关系

可促进早产儿运动认知发育，还可促进情绪情感发

的发展，更有利于提高早产儿的发育商、运动及认知

能发育，改善早产儿的远期预后
育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

[12]

[11]

。临床有多种早产儿干

能力的发育，值得临床推广。

预方案，但如何进行个体化的有效干预方案还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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