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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ed by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caregivers. Findings of the present study indicated that early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s for language skills in children with NSCP should be conducted as components of the team approach.
[Key words] non-syndromic cleft palate； language impairment； team approach

先天性非综合征性腭裂（non-syndromic cleft
palate，NSCP）儿童常伴发有听力和言语问题，

康儿童54名（匹配性别、年龄和养育者受教育水

既往研究主要集中于因咽鼓管功能障碍导致的中

平）作为正常对照组，并且根据养育者受教育水
平分为2组，初中毕业及以上记为正常对照A组，

耳问题和腭咽闭合不全所致的语音障碍，而对于
该群体的整体语言能力（语言理解、表达、语

初中毕业以下记为正常对照B组。
本研究经深圳市儿童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义、句法和语用能力等）的研究相对较少[1]。近年
来国外有研究[2]发现，不少NSCP患儿存在有一定

（批准文号：2017007号）。
1.2   非语言智商测试

程度的语言能力障碍，主要表现为该群体对复合
声音和语言信息的加工处理以及对复杂语言结构

为排除非语言智商的影响，本研究对全部受
试对象进行了非语言智商测试，测试材料选用国

的运用可能存在困难，此类研究的结果提示，
NSCP患儿可能存在有中枢性听觉处理障碍和高级

际通用的标准化测试工具——非语言智商初级测
试（primary test of nonverbal intelligence，PTONI）
（PRO-ED公司，美国），包含一系列数目不同的
属性分类图片，受试儿童需要指出分类图片当中
哪一个与其他图案属性不同，适用于3~9岁的儿
童，测试标准分值在90~110分为正常区间，80~89
分为低于正常。
1.3    汉语普通话诊断性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测试

语言功能不足，影响其学习和运用复杂句式的能
力。目前国内对NSCP儿童语言能力的相关研究还
比较少，
本文采用标准化的汉语普通话诊断性测试工
具，对一批居住于城市地区的NSCP儿童进行语言
理解、语言表达、语义和句法能力测试，并与正
常儿童进行比较及分析，观察其是否存在差异，
并探讨其可能的发生机制和干预策略。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4年10月—2015年6月深圳市儿童医院
口腔科收治的NSCP儿童54例作为研究对象，记为
NSCP组。纳入标准：1）无系统性疾患；2）年龄
3~8岁；3）外周听力检查结果正常，纯音测听听
阈小于25分贝或听觉脑干诱发反应阈值小于25分
贝，中耳分析结果正常，耳声发射检测通过。排
除标准：伴发有腭裂相关的综合征患儿，以及患
有慢性分泌性中耳炎或近期有上呼吸道感染病史
者。为排除居住地城乡差异和养育者受教育程度
对受试对象语言能力的影响，本研究通过调查问
卷的形式，选取的居住地均为城市地区，其中华
南地区39例，其他地区15例，并根据养育者受教
育水平是否初中毕业为标准分为2组，初中毕业及
以上记为NSCP-A组，初中毕业以下记为NSCP-B
组。
另选取深圳地区普通幼儿园及小学1~3年级健

（diagnostic receptive and expressive assessment
           of  Mandarin，DREAM）
本研究所使用的儿童语言能力标准化测试工
具是由美国学者和国内的专家团队合作研发的
DREAM，目前已经完成国内常模的建立及信度效
度的验证研究。测试适用于2岁半~8岁的儿童，测
试范围包括语言理解、语言表达、语义、句法和
整体语言5个维度，测试结果的正常分值范围为
80~120分，相应的语言能力得分70~79分为语言能
力轻度不足，60~69分为语言能力中度缺陷，低于
60分为语言能力重度障碍。
1.4   结果记录与统计分析   
测试软件搭载于Surface 3平板电脑（微软公
司，美国），软件自动随机选用图片场景，测试
员完全按照指南操作。语言理解部分要求受试儿
童根据提示完成操指认，软件自动给出标准分；
语言表达部分要求受试儿童根据指导语说出场景
内容或回答问题，测试员根据操作指南选择得分
点。
测试数据统计分析使用SPSS 16.0统计软件，
采用配对t检验分析受试儿童的测试结果是否存在
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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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为初中毕业（肄业），16例为其他（祖父母、
2 结果

保姆），受教育水平最低为初小；在正常对照组
中，有32例养育者为父母，受教育水平最低为初

2.1   受试对象的一般资料

中毕业，22例为其他（祖父母、保姆），受教育
水平最低为无学历。

全部受试对象的一般资料见表1。在NSCP组
中，有38例患儿的养育者为父母、受教育水平最

表 1 受试对象的一般资料
Tab 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s
NSCP-A组

正常对照A组

NSCP-B组

正常对照B组

男

32

33

13

12

女

6

4

3

5

5.25±2.06

5.29±2.17

5.54±2.18

5.58±2.32

不完全腭裂

18

0

6

0

单侧完全性腭裂

14

0

6

0

双侧完全性腭裂

6

0

4

0

38

37

16

17

项目
性别/例

平均年龄/岁
腭裂类型/例

合计

2.2   非语言智商测试结果

言能力得分都在正常范围区间，说明对照组儿童
的整体语言能力正常。
NSCP-A组儿童的5个测试项目得分在正常值

所有受试儿童的PTONI结果均在正常范围区
间，NSCP-A组的得分为（106.88±8.91）分，正常
对照A组为（107.96±8.85）分，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t=0.173，P=0.869）；NSCP-B组的得分
为（101.44±11.89）分，正常对照B组为（104.98±
9.79）分，组间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t=0.186，
P=0.887），由此可见，本研究所有受试对象的非

范围内的比例分别为：整体语言94.73%（36/
38），语言理解100%（38/38），语言表达92.11%
（35/38），语义100%（38/38），句法89.47%
（34/38）；NSCP-A组与正常对照A组对照分析显
示，NSCP-A组儿童在语言表达和句法项目的得分
上低于正常对照A组，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2），提示NSCP-A组儿童在复杂语
言结构（如多个修饰定语）的表达和对较难句法
结构（如复合从句）的应用方面可能存在困难。

语言智商均正常。
2.3   语言能力测试结果
在所有正常对照组中，有98.15%（53/54）儿
童的各项语言能力测试分值处于正常范围，仅1名
儿童的句法得分为75分，但该儿童的其他各项语

表  2   NSCP-A组与正常对照A组儿童语言能力测试结果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the language abilities between NSCP-A group and normal control A group   
项目

NSCP-A组（n=38）

正常对照A组（n=37）

t值

分

P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语言理解

93.89

10.29

94.96

8.32

2.135

0.189

语言表达

86.28

10.45

91.88

10.65

6.985

0.014*

语义

87.77

12.46

92.61

7.39

1.987

0.083

句法

83.82

11.69

90.55

12.18

7.177

0.008*

整体语言

90.38

9.88

92.38

11.68

2.650

0.119

注：*P<0.05。

NSCP-B组儿童各项得分在正常值范围内的比
例分别为：语言理解100%（16/16），语言表达

81.25%（13/16)，语义93.75.50%（15/16），句法
75%（12/16）；NSCP-B组与正常对照B组对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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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显示，NSCP-B组儿童在语言表达和句法项目得
分低于正常对照B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3），提示NSCP-B组儿童的语言表达和句
法语用能力与正常对照B组儿童相比存在一定的差
距，而句法运用能力的不足则相对较为明显；

www.gjkqyxzz.cn

NSCP-B组儿童在句法项目上的得分均值（76.27±
9.35）分低于常模正常值（80分），提示养育者
受教育水平较低可能会导致NSCP儿童的句法应用
能力低于正常水平。

表 3 NSCP-B组与正常对照B组儿童语言能力测试结果比较
Tab 3 Comparison of the language abilities between NSCP-B group and normal control B group
项目

NSCP-B组（n=16）

正常对照B组（n=17）

t值

分
P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语言理解

90.66

12.45

93.79

8.36

2.029

0.169

语言表达

82.18

13.97

89.08

7.20

6.946

0.011*

语义

85.06

11.68

90.55

7.81

2.017

0.097

句法

76.27

9.35

89.95

9.38

6.889

0.009*

整体语言

82.38

10.83

88.75

7.62

1.650

0.173

注：*P<0.05。

3   讨论

注。Yang等 [5]采用功能性磁共振、事件相关电位
以及行为学方法对该群体的中枢性听觉及整体语

3.1   NSCP儿童可能存在语言表达与句法运用能力

言能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NSCP患者的中枢神
经系统存在有解剖结构变异和功能发育异常，因

不足
目前在国内外研究中，对于儿童语言能力的

而认为，罹患NSCP的儿童和成人也可能存在有原
发性的高级听觉和语言能力不足。与这些研究相

评估主要是采用标准化语言测试的方法，即利用
特定的言语测试材料，测试儿童的语言理解、语

吻合，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养育者受教育水平
较高的NSCP儿童组，其语言能力与正常对照组儿

言表达、词法句法、语义、语用和叙事能力等各
个方面的水平，根据受试对象完成测试任务的结

童相比总体得分较低，而且语言表达与句法两个
项目得分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提示本

果判定其是否存在语言能力障碍[2]。有鉴于此，本
研究应用标准化的汉语普通话诊断性语言能力测

研究中的NSCP儿童虽然对基本语言信息的感知和
运用能力尚可，但对复杂语言成分的分辨和归纳

试工具，对一批居住于城市地区的NSCP儿童的各
项语言能力进行测试并与正常对照组儿童比较，

能力以及对语句核心词汇的表达能力方面却存在
不足；而养育者受教育水平较低的NSCP组儿童，

试验结果提示本研究中的NSCP儿童存在语言表达
与句法运用能力不足的现象，主要体现在NSCP儿

除对复杂语言成分的分辨和归纳能力较差之外，
其句法能力更为低下，不仅低于正常对照组，甚

童对复杂语言结构和较难句法结构（如复合从
句）的应用能力较对照组弱；此外，较低的养育
者受教育水平对NSCP儿童句法能力的影响更显
著，导致其句法能力得分低于正常水平。
NSCP儿童可能伴有听力、语音、语言以及心

至低于常模正常值，这样的结果值得临床和教育
工作者注意，有必要在此方向做进一步的深入研
究。
3.2   对NSCP儿童语言能力研究的影响因素分析及

理和行为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经在关注该
群体的心理健康及行为问题，石冰教授等[3-4]的研
究显示，唇NSCP儿童存在保护性行为抑制，患儿
对面型和语言功能的忧虑与行为压抑有明显关
系。这提示，应重视唇NSCP儿童的心理问题，积
极干预，以使其获得较好的心理健康。对于NSCP
儿童的语言表达等问题，近年也有学者[5-8]开始关

偏倚控制
影响NSCP儿童语言能力的可能原因很多，智
力发育障碍、家庭社会经济水平、居住和教育环
境、社会心理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其语言能力发
展，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偏倚因素的控制非常
重要。首先应当注意受试对象的非语言智商对测
试结果的影响，因为如果受试对象的非语言智商
存在问题，在测试过程中会出现受试者不能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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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语，也不能识别测试图片的问题，导致研究

研究并未对NSCP患儿既往腭咽功能和目前构音现

结果不可靠。本研究在进行语言能力测试前，对
所有受试对象进行了PITONI测试，结果显示
NSCP组和正常对照组间的非语言智商无差异，因

状给予评价，对语音问题对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
以及年龄的加成效应，也没有进行专门的记录和

此可以有效控制受试儿童非语言智商差异导致的

分析，笔者认为今后应当专门对这一方面收集资
料、增加相应记录并分析，对于造成NSCP儿童语

偏倚。其次，研究者应当考虑所用语言评估和测
试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所使用的儿童语言

言问题的可能影响因素，仍需进一步的析因分析
和深入研究，以期得到更多的数据。此外，本研

能力标准化测试工具DREAM是由美国德克萨斯大
学达拉斯分校言语病理学系、威斯康星大学心理

究受试儿童的样本量不够大，研究结果尚缺乏广
泛的代表性，有必要在未来开展大样本量多中心

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学系和天津师范大
学语言学系的团队合作研发的。该工具自2010年

研究，以获得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3.3	  养育者受教育水平对NSCP儿童语言能力的

开始研发，至2015年完成标准化和国内临床常模
的建立工作，自2015年陆续开始临床应用于国内

影响及提示
由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对儿童语言发展产

部分教学医院（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等）。DREAM评估工具的常模取自2010—2014年
国内华北（天津及周边地区），华中（武汉及周
边地区）、华东（上海及周边地区），以及华南
（广州及周边地区），其中包含有城市、城镇及
农村样本，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该工具的信
度效度评价和科研报告已经发表在相应的国际专
业期刊，研究[9]结果显示，应用该工具测试儿童各
年龄段的语言理解和表达的能力与儿童实际语言
发育水平相吻合，且内部一致性信度达到金标
准。此外，对于儿童语言能力的研究还应当考虑
家庭居住环境（如城市儿童和乡村留守儿童）对
受试对象语言能力的影响，由于本研究承担单位
的患者和对照组儿童主要来自华南的城市地区，
现有的数据主要是基于城市地区，笔者计划下一
步将开展针对乡镇和农村地区NSCP儿童语言能力
的对照研究，以期获取更为全面的数据。一方
面，本研究所采用的标准化语言测试工具，其常

生显著影响，本研究设计的调查问卷包含了家庭
主要成员的职业种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干
部职工、自营企业、自由职业、务工、农业养殖
业、无固定职业等），家庭年总收入及总支出状
况（收入含薪酬收入及投资性收入等、生活日常
支出、投资储蓄、教育及娱乐支出等），家庭对
儿童的日常生活安排（包括但不限于亲子游戏及
阅读、家庭娱乐种类及时间、电视、计算机、平
板计算机、智能手机电子产品使用情况等），家
庭对儿童教育的支出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早教
班、幼儿园、课外兴趣班、家庭教师等），以及
养育者的受教育水平（分为研究生、大学本科、
专科、高中、初中、小学和无教育经历）。有研
究 [10-11]报告显示，在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中，对
儿童语言能力发展影响权重最大的依次是养育者
的受教育水平、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以及儿童的日
常生活安排等。其中，母亲的受教育年数是关键
因素，且以9年为分界具有最为显著的统计学意
义。考虑到国内的实际情况，本研究采用养育者

模所取的数据中已经包含有城市、城镇及农村样
本，其测试结果具有较强的地域代表性和容错

受教育水平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代表因素，以养
育者（不完全是母亲）初中毕业（9年级）为标

度，因此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地域和方言对
测试结果的影响，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另一

准，对受试对象进行分层对照研究，并按照性
别、年龄和养育者受教育水平匹配设计对照组，

方面，DREAM测试工具主要考察受试对象对语言
核心成分的掌握水平，主要测试对实词（名词、

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养育者受教育程度导
致的偏倚，研究结果也与国外同类研究 [12]基本一

动词、形容词、数量词、代词）的辨别和运用能
力，以及对语言的学习能力，而受试对象对虚词
（副词、连词、介词、助词和感叹词）的应用能
力和修辞水平不计入得分，这样的设计也可以部
分避免养育者受教育水平对儿童语言能力产生的
影响，试验结果可信度较好。需要指出的是，本

致。本研究结果显示，养育者受教育水平对NSCP
儿童语言能力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对其
语言表达和句法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养育者受
教育水平低于初中水平的NSCP-B组儿童，其整体
语言和语义得分的均值与对照组相比差距在5分以
上，仅略高于常模正常值；而句法得分均值已经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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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常模的正常值，这显示NSCP-B组儿童存在较

self-concept psychological feature of cleft lip and

为明显的语言能力不足，而句法运用能力已经低
于正常水平，这一点在测试过程中主要体现为患

palate adolescents[J]. West Chin J Stomatol, 2006,

儿对复杂语言成分的分析处理和运用能力较弱，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该组儿童今后在面对

24(3):217-220.
[5]

abnormalities of the central auditory pathway in
infants with nonsyndromic cleft lip and/or palate[J].

难度较大的语言任务（如归纳总结和分析多重从
句）时就可能会受到限制，也许会导致其在后期
的阅读任务和学习生活中出现困难，影响临床对
NSCP儿童序列治疗的综合效果和患儿后期的整体

Cleft Palate Craniofac J, 2012, 49(2):137-145.
[6]

仍处于常模的正常范围内，这说明通过良好的语
言训练，可以使患儿的整体语言能力得到较为明
显的提高，因此，在临床序列治疗当中应当早期
对NSCP儿童给予有效支持（如改善养育者的教育
水平）和足够的语言表达和句法应用能力训练，
以帮助患儿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Ceponiene R, Haapanen ML, Ranta R, et al. Auditory sensory impairment in children with oral clefts
as indexed by auditory event-related potentials[J]. J

发展。然而养育者受教育水平高于初中水平的
NSCP-A组儿童，其整体语言能力、语言理解和语
义3个项目的得分均值和正常组差异很小，其语言
表达和句法能力的得分虽然低于正常对照组，但

Yang FF, McPherson B, Shu H, et al. Structural

Craniofac Surg, 2002, 13(4):554-567.
[7]

Yang FF, McPherson B, Shu H, et al. Central auditory nervous system dysfunction in infants with nonsyndromic cleft lip and/or palate[J]. Int J Pediatr
Otorhinolaryngol, 2012, 76(1):82-89.

[8]

杨峰, 束煌, 肖宇寒. 腭裂患儿中枢听觉神经系统
功能障碍的电生理研究[J].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2014, 32(6):578-580.
Yang F, Shu H, Xiao YH. Electrophysiological study
on the central auditory nervous system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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