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宝宝的
听力筛查

维多利亚婴幼儿听力筛查计划

常见问题回答

我的宝宝对大的噪声有反应，为什么他们还需要

接受筛查或被转介给听力专家呢？

与只能听到大的噪声相比，听力损失的情况其实更加复
杂。大多数有听力损失的宝宝都能对大的噪声有反应。
对于说话和语言发育来说，分辨轻柔的声音才是重要
的，在没有特殊器材的情况下，这种能力很难在新生儿
中测试出来。

筛查安全吗？会有哪些风险？

听力筛查既快速又安全。您的宝宝可能会在耳杯摘除 
时感到些许不适。听力筛查的一个小风险是出生时听力
需要进一步检查的宝宝有可能在筛查中没有被发现。

没有接受听力筛查会有哪些风险？除了筛查之外

还有其他替代测试吗？

没有接受听力筛查的主要风险是如果宝宝有听力损失，
那么会延迟诊断。及早的诊断能获得及早的帮助， 
同时也能尽最大可能让有听力损失的宝宝有一个较 
好的人生开端。新生儿听力筛查是唯一的测试方式。

您有问题或担心吗?

请联系VIHSP
与一位VIHSP的筛查人员交流 

VIHSP总部(具体信息如下)

VIHSP地区经理

VIHSP总部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Melbourne 
Centre for Community Child Health
50 Flemington Road Parkville  
Victoria 3052 Australia
电话 +61 3 9345 4941
电邮 email.vihsp@rch.org.au
www.vihsp.org.au

请记住

听力在任何年龄都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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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筛查何时以及如何进行？

在宝宝出生之后，只要他们健康并能安静下来，
我们会尽早为他们进行筛查。在筛查过程中， 
听力筛查人员会将一个很小的粘贴式感应器放 
在您宝宝的额头，肩膀和颈后，还会为两只耳朵 
上带上 柔 软的耳 杯。这 些同时 还 连 接 着 一 个
Automated 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 
(AABR)仪器。然后通过耳杯在宝宝耳中播放轻 
柔的滴答声。粘贴式感应器能测出您宝宝对声音
的反应。

只要您的宝宝安静下来或已睡着，筛查一般只需要
10分钟。筛查是无痛的，而且一般不会打扰到宝
宝。在筛查过程中，您可以和宝宝待在一起或给宝
宝喂奶。

在筛查前，我们会需要您的书面同意。如果您不愿
意让宝宝接受听力筛查，请告知 VIHSP的听力筛
查人员。如果之后您改变想法并决定让宝宝接受
听力筛查，我们可以进行安排。 

我如何知道结果？

筛查一结束您便能知道结果。结果有可能是建议您的宝
宝需要再做一次新生儿听力筛查或被转介给一位听力专
家做更详细的测试。如果在筛查中您的宝宝不能安静，
或者耳中有暂时的阻塞（比如有液体），那么他们可能需
要多做一次测试。若被转介做更详细的测试不一定说明
您孩子有听力损失。

什么是新生儿听力筛查？

在出生之后，您的宝宝需要接受一系列的常规健康检查， 

新生儿听力筛查便是其中一个。这是一项免费并且简单 

的筛查，能快速测出您宝宝的听力功能。新生儿听力筛查能

查出哪些宝宝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听力测试。在维多 

利亚州，新生儿听力筛查是由 Victorian Infant Hearing 
Screening Program (VIHSP)进行的。

为什么这项筛查很重要？

每年都有一些宝宝出生时就有听力损失。在成长过程中，
这样的听力损失会影响他们说话和语言能力的发展， 
因此及早的发现并给予帮助是很重要的。宝宝几周大时，
对家人来说，听力损失可能不太明显，但听力筛查一般都
能发现。

在VIHSP，我们致力于尽可能及早发现哪些维州的宝宝 
有听力损失。及早发现意味着这些家庭在一开始就能获 
得很好的建议和支持，同时也尽最大可能让有听力损失
的宝宝有一个较好的人生开端。 

如果我的宝宝没有在医院接受筛查怎么办？

有些宝宝可能在出院之前还没有接受VIHSP的筛查。 
这可能是因为您和宝宝出院较早，或者因为您的宝宝还 
不能安静下来做筛查。如果您的宝宝在出院之前没有做 
过筛查，我们会与您联系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来进行。 

对于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或特殊护理婴儿房内的宝宝， 
以及34周之前的早产儿，我们会尽量安排在接近宝宝出 
院回家的时间来做筛查。

筛查结束之后会有哪些情况？

我们会将宝宝的筛查结果记录在《我的健康和成长录》
中。如果您的孩子是在出院前做的筛查，那么我们还 
会将结果保存在医院的记录中。

您宝宝的筛查结果还会储存在VIHSP的数据库中。这一
记录是保密，安全并得到监督的。您可以在任何时候要
求获得一份我们所记录的信息。VIHSP数据库是用来监
督和评估新生儿听力筛查计划。如果这些信息用作研
究，是不会使用能确认出您或您宝宝的信息。如果您想
了解更 多 关 于您 宝 宝 信 息 的 处 理 方法，请 要求 与 
VIHSP的地区经理交流。(联系方式在手册的背面）。

如果您的宝宝需要被转介做更进一步测试，早期支持
服务机构能给予额外帮助。如果您的宝宝需要做进一步
测试，VIHSP可能需要与宝宝的听力专家、医生、母婴健
康护士、维多利亚州聋人教育学院、儿童早期干预服务 
或其他健康和教育机构的专员共享出生信息，联系方式
以及筛查或听力测试结果。这样健康专员能够查看测 
试结果，并为您的宝宝计划正确的服务或所需的治疗。

听力会随着时间改变

在宝宝成长的过程中，注意观察他们的听力很重要。
如果您担心宝宝的听力，说话或语言发展，即使他们通
过了听力筛查，您也随时能安排另一次听力测试。只需 
直接拨打听力诊所的电话，或让您的母婴健康护士或家
庭医生来为您安排测试。VIHSP可能会被告知您宝宝 
的听力测试结果。



您宝宝的听力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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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项筛查很重要？

每年都有一些宝宝出生时就有听力损失。在成长过程中，
这样的听力损失会影响他们说话和语言能力的发展， 
因此及早的发现并给予帮助是很重要的。宝宝几周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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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回家的时间来做筛查。

筛查结束之后会有哪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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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能给予额外帮助。如果您的宝宝需要做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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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担心宝宝的听力，说话或语言发展，即使他们通
过了听力筛查，您也随时能安排另一次听力测试。只需 
直接拨打听力诊所的电话，或让您的母婴健康护士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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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宝宝的
听力筛查

维多利亚婴幼儿听力筛查计划

常见问题回答

我的宝宝对大的噪声有反应，为什么他们还需要

接受筛查或被转介给听力专家呢？

与只能听到大的噪声相比，听力损失的情况其实更加复
杂。大多数有听力损失的宝宝都能对大的噪声有反应。
对于说话和语言发育来说，分辨轻柔的声音才是重要
的，在没有特殊器材的情况下，这种能力很难在新生儿
中测试出来。

筛查安全吗？会有哪些风险？

听力筛查既快速又安全。您的宝宝可能会在耳杯摘除 
时感到些许不适。听力筛查的一个小风险是出生时听力
需要进一步检查的宝宝有可能在筛查中没有被发现。

没有接受听力筛查会有哪些风险？除了筛查之外

还有其他替代测试吗？

没有接受听力筛查的主要风险是如果宝宝有听力损失，
那么会延迟诊断。及早的诊断能获得及早的帮助， 
同时也能尽最大可能让有听力损失的宝宝有一个较 
好的人生开端。新生儿听力筛查是唯一的测试方式。

您有问题或担心吗?

请联系VIHSP
与一位VIHSP的筛查人员交流 

VIHSP总部(具体信息如下)

VIHSP地区经理

VIHSP总部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Melbourne 
Centre for Community Child Health
50 Flemington Road Parkville  
Victoria 3052 Australia
电话 +61 3 9345 4941
电邮 email.vihsp@rch.org.au
www.vihsp.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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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baby’s hearing screen – Chinese Simplified ERC150672 August 2015



您宝宝的
听力筛查

维多利亚婴幼儿听力筛查计划

常见问题回答

我的宝宝对大的噪声有反应，为什么他们还需要

接受筛查或被转介给听力专家呢？

与只能听到大的噪声相比，听力损失的情况其实更加复
杂。大多数有听力损失的宝宝都能对大的噪声有反应。
对于说话和语言发育来说，分辨轻柔的声音才是重要
的，在没有特殊器材的情况下，这种能力很难在新生儿
中测试出来。

筛查安全吗？会有哪些风险？

听力筛查既快速又安全。您的宝宝可能会在耳杯摘除 
时感到些许不适。听力筛查的一个小风险是出生时听力
需要进一步检查的宝宝有可能在筛查中没有被发现。

没有接受听力筛查会有哪些风险？除了筛查之外

还有其他替代测试吗？

没有接受听力筛查的主要风险是如果宝宝有听力损失，
那么会延迟诊断。及早的诊断能获得及早的帮助， 
同时也能尽最大可能让有听力损失的宝宝有一个较 
好的人生开端。新生儿听力筛查是唯一的测试方式。

您有问题或担心吗?

请联系VIHSP
与一位VIHSP的筛查人员交流 

VIHSP总部(具体信息如下)

VIHSP地区经理

VIHSP总部

The Royal Children’s Hospital Melbourne 
Centre for Community Child Health
50 Flemington Road Parkville  
Victoria 3052 Australia
电话 +61 3 9345 4941
电邮 email.vihsp@rch.org.au
www.vihsp.org.au

请记住

听力在任何年龄都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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