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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运动评估联合脑功能监测在新生儿脑损伤早期诊断中的应用
何 薇，郑玲芳*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西安
【摘要】目的 研究全身运动（GMs）评估联合脑功能监测在新生儿脑损伤早期诊断中的应用。方法 为
达成实验目的，选取经脑损伤金标准诊断后确认为脑损伤的 79 例高危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对其进行
GMs、振幅整合脑电图（aEEG）进行检查，比较两种方法对新生儿脑损伤的早期诊断准确率，同时探究两
种方法联合检查的诊断准确率。结果 经“金标准”方法检查诊断后，确认 79 例脑损伤患儿中 51 例正常，23
例运动发育迟缓，5 例脑瘫；通过 GMs 进行检查时发现，在扭动运动阶段有 26 例 PR 异常和 3 例 CS 异常，
其余 50 例正常；不安运动阶段中，确认有 F+正常 73 例，其余 6 例为异常，并包括有 3 例脑瘫。其次，在
aEEG 检查时发现，正常患儿 53 例，轻度异常 21 例，5 例重度异常。结论 两种方法对新生儿脑损伤的诊断
准确性均较高，将 GMs+aEEG 应用于新生儿脑损伤诊断中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准确率，应用价值极高。
【关键词】全身运动评估；脑功能监测；新生儿脑损伤；早期诊断
Application of whole body motion assessment combined with brain function monitoring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neonatal brain injury
Wei He, Lingfang Zhe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Medical College, Xi'an, Shaanxi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whole body movement (GMs) assessment combined with
brain function monitoring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neonatal brain injury. Method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the experiment, 79 high-risk children diagnosed with brain injury after the brain injury gold standard diagnosi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GMs and amplitude integrated electroencephalogram (aEEG) were
examined respectively, and the two methods were compared. The accuracy rate of early diagnosis of neonatal brain
injury, and at the same time explore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rate of the combined examination of the two methods.
Results: After diagnosis by the "gold standard" method, 51 cases of 79 children with brain injury were confirmed
to be normal, 23 cases of motor development retardation, and 5 cases of cerebral palsy. When checked by GM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26 cases of PR in the twisting movement stage. There were abnormalities and 3 cases of
CS abnormality, and the remaining 50 cases were normal. During the restless movement stage, 73 cases of F+
normal were confirmed, and the remaining 6 cases were abnormal, including 3 cases of cerebral palsy. Secondly,
during the aEEG examination, it was found that 53 cases of normal children, 21 cases of mild abnormalities, and 5
cases of severe abnormalities. Conclusion: Both methods have high accuracy in the diagnosis of neonatal brain
injury. The application of GMs+aEEG in the diagnosis of neonatal brain injury has high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and its application value is extremely high.
【Keywords】Whole Body Movement Assessment; Brain Function Monitoring; Neonatal Brain Injury; Early
Diagnosis
前言

而导致脑损伤，如早产低血糖、窒息。在脑损伤影

新生儿在出生时可能会因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响下，患儿的神经运动功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发育

*通讯作者：郑玲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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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问题，而且新生儿在出生后 6 个月内属于大脑

需记录 1 次。随后由专业人员通过 Gestalt 知觉法实

高速发育阶段，若未能够在早期确认新生儿损伤具

施 GMs 评估[2]。

体情况，极有可能会给患儿的生长发育产生严重影

aEEG 监测：采用专业设备对患儿进行 aEEG 监

响，对此，必须要及时通过相关诊断方法确认患儿

测，需选择型号为 Nicolet Monitor 脑功能监护仪进

脑损伤具体情况，进而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行监测，分别于患儿顶叶、中央、额叶等位置放置

目前，可用于新生儿早期脑损伤检查的方法包括有

导联，要注意的是每一电极之间的距离应控制

GMs 和 aEEG，其均有较高的灵敏度，相信通过两

75mm，需在患儿出生后 6h 开始进行监测，时间应

种方法的联合应用可以进一步提高对新生儿脑损伤

控制为 2h。
1.3 观察指标

诊断的准确率。
1 资料与方法

比较 GMs、aEEG 对脑损伤患儿的早期诊断情

1.1 一般资料

况，将其作为实验观察指标。
1.4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已经由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共选取
79 例已经被确认为脑损伤的高危患儿作为研究对

选用 SPSS22.0 作为统计学处理工具，计量资料

象，研究时间为 2020 年 6 月至 2021 年 3 月，经调

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组间、组内比较，均符合正

查研究均符合本次研究研究入组标准，可入组参与

态性检验时，用 t 检验进行统计推断，不符合正态

研究，
且 79 例患儿中包括有 41 例男性和 38 例女性，

性检验时，则采用秩和检验进行统计推断；计数资

体重在 1476~2453g 之间，平均（1683±324）g。

料用百分比进行描述，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准入标准：体重不足 2500g；孕周不足 37 周；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因窒息、严重低血糖、严重感染等因素而导致脑损

2 结果

伤。

2.1 GMs 对脑损伤高危儿的检测结果分析
经“金标准”检查后确认 79 例脑损伤患儿中 51

排除标准：伴有视觉障碍、先天畸形、遗传代
[1]

谢障碍性疾病 。

例正常，23 例运动发育迟缓，5 例脑瘫；通过 GMs

1.2 方法

进行检查时发现，在扭动运动阶段有 26 例 PR 异常

对 79 例脑损伤高危患儿实施 GMs+aEEG 检测。

和 3 例 CS 异常，其余 50 例正常；不安运动阶段中，

GMs 评估：确认无干扰因素，适应标准化路想

确认有 F+正常 73 例，其余 6 例为异常，并包括有 3
例脑瘫，详细见表 1。

法记录患儿的全身运动情况，包括扭动运动阶段和
不安运动阶段，每次记录时间应控制在 10~20min，

2.2 aEEG 对脑损伤高危儿的监测结果分析

尽量多拍摄患儿的面部情况；在足月前、足月后分

aEEG 检查时发现，正常患儿 53 例，轻度异常
21 例，5 例重度异常，详细见表 2。

别进行 2 次扭动运动阶段的评估，不安运动阶段则

表 1 GMs 检测结果分析（n/%）
扭动运动阶段

不安运动阶段

金标准结果

例数

正常

PR

CS

F+

F-

正常

51

47（92.15）

7（13.72）

0

51（100.00）

0

运动发育迟缓

23

3（13.04）

18（78.26）

1（4.34）

22（95.65）

1（4.35）

脑瘫

5

0

1（20.00）

2（40.00）

0

5（100.00）

合计

79

50（63.29）

26（32.91）

3（3.79）

73（92.41）

6（7.59）

表 2 aEEG 检测结果分析（n/%）
金标准结果

例数

正常

轻度异常

重度异常

异常率

正常

51

44

7

0

7（13.72）

运动发育迟缓

23

9

11

3

14（60.86）

脑瘫

5

0

3

2

5（100.00）

合计

79

53

21

5

26（3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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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现如今我国新生儿的脑损伤发生率在逐年提

当前时代背景下，新生儿出生率较高，但也会

高，给医疗工作带来了较大困扰来看，通过本次研

有一定的脑损伤风险性，进而可能会严重威胁影响

究分析来看，aEEG 与 GMs 对新生儿脑损伤的检出

患儿身体发育，甚至是导致脑瘫。现如今，医疗卫

率均较高，而且灵敏度、特异度均较优，将其联合

生技术发展迅速，对于新生儿脑损伤情况可以使用

应用于新生儿脑损伤的早期诊断中有极高价值，应

一些比较先进的方法进行早期诊断，以此来预测、

继续在临床上推广。

评估或确认患儿脑损伤情况，其中以 GMs、aE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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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来评估脑损伤情况，如本次研究中表 1 所示，
扭动运动阶段有 26 例 PR 异常和 3 例 CS 异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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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余 6 例为异常，并包括有 3 例脑瘫，由此可
见，对脑损伤高危患儿的运动发育异常情况的检出
率比较高。
aEEG 与 GMs 有所不同，为振幅整合脑电图，

检索信息：中国知网（CNKI Scholar）、万方数据
（WANFANG DATA）、Google Scholar 等数据库收录
期刊

能够收集患儿脑部生物电信号来进行评估，现如今
临床上多使用 aEEG 检测脑瘫，从本次研究中表 2
分析可见，aEEG 对脑瘫的诊断准确率高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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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EEG 的实际应用中，有受环境影响小、操作便
捷的优势，在进行检测时，能够直接将电极所获取
的数据传输至计算机中，并生成简单、直接的图像
供参考，应用价值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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