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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保障成人失聪被忽略

上世纪 70 年代， 人工耳蜗
产品在美国研发， 后于 1995 年
进入中国市场，由一家澳大利亚
公司以国礼的方式赠送给中国
残联。 那时一套产品需要约 25
万元人民币，这个价格一直持续
到 2005 年。

十年间，人工耳蜗佩戴者数量
不足 1万人，最大障碍就是价格。

2018 年 7 月 10 日， 国务院
出台《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制度的意见》， 救助对象为符
合条件的 0-6 岁视力、 听力、言
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
独症儿童。 对 6 岁以下听障儿童
人工耳蜗将全部免费植入，人工
耳蜗的覆盖率开始增长。

该《意见》在深圳执行得更
好，深圳残联给每个听障孩子最
高报销 25 万元费用， 当地孩子
可以买到最好的人工耳蜗植入。

李楚是中国最大的人工耳
蜗厂商诺尔康的总经理，在解决
听障人群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
他说：“这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也
是人工耳蜗慢慢被更多人接受
的过程。 最初，全国只有 20 家医
院执行人工耳蜗手术， 现在有
200 多家， 这利于人工耳蜗被更
好地普及。 ”

对比之下，一些成年及老年
听障者仍面临着尴尬的处境。

政府为听障儿童全部“埋
单”，每年儿童家庭只需出 1000~
1500 元的电池和导线“两维护”
费用即可。 但目前，却没有政策
支持成人和老年人，他们的产品
在 5 万-7 万元。

“在国内，人工耳蜗的儿童
市场占据了 90%以上，但成年人
语后聋和老年人群体没有被关
注到，这一群体应该得到弥补。 ”
李楚说。

说到成年及老年群体应该
被补缺，一位炮兵的故事却让李
楚动容。

这位炮兵在部队练习时耳朵

被炮声震聋形成听障， 随着年纪
逐渐增大逐渐无法与人沟通，使
得老兵时常烦躁。 时隔五六年后
他开始寻找听障解决方案， 按照
当时部队政策老兵可获得一个免
费进口人工耳蜗产品， 后因爱国
情结老兵选择了国产人工耳蜗。
开机时， 老兵听见多年未见的妻
子声音重现，当场感动落泪。

“我们至今已经收集 15000
多个案例，有太多像老兵这样的
感人故事。 ”李楚说。

中国听障人士已达 2780万

听力障碍是指听觉系统中
的传音、感音以及对声音的综合
分析的各级神经中枢发生器质
性或功能性异常，而导致听力出
现不同程度的减退。

信息的接收与传递是包括
人类在内的任何有机体与世界
最为基本的沟通方式，而对于听
障人士来说，他们失去了听力这
个认识世界最为重要的感知途
径。 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
示，目前全球约有 4.66 亿人患有
残疾性听力损失，超过全世界人
口的 5%， 估计到 2050 年将有 9
亿多人（约十分之一）出现残疾
性听力损失。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
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有听力残
疾人士 2780 万人。

《2017 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
查体验报告》显示，我国无障碍
设施整体普及率仅为 40.6%，除
了普及率较低，还存在部分无障
碍设施被占用、 维护不到位、设
计存在问题等情况。 而与其他残
障人士不同的是， 在现实生活
中，听障者除了无法清楚感知声
音信息以外，与健全人几乎没有
区别，这也正是听障者容易被忽
视的原因之一。

目前的公共环境设施、 产品
设计等往往忽略了听障者的特殊
需求， 听障者面临沟通障碍也衍
生了诸多不便，包括聆听障碍、交
流问题、社会问题、心理问题等。

科技的进步为大众生活带
来诸多便捷，而对于愈发庞大的
听障人群，他们的生存状态需要
得到社会的更多关注，他们迫切
需要前沿科技为他们解决交流
上诸多不便。

“不完美”的终极解决方案

一般情况下，根据发病原因
不同可以将听力下降分为三类：
感音神经性、传导性、混合性耳
聋； 根据听力下降的程度不同，
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及极重度
耳聋。 针对以上不同的类型，采
取不同的治疗方案。

传统的治疗方案包括药物
和听力重建手术，随着科学技术
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各种不同类
型的助听设备辅助听障人士获
得更优质的体验，包括佩戴助听
器、听觉植入如针对重度和极重
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听障人士的
人工耳蜗植入；针对传导性耳聋
和混合性耳聋的骨传导植入，除
此以外还有听觉脑干植入、声电
联合刺激等技术满足更个性化
的需求。

其中，人工耳蜗是目前解决
重度、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唯
一有效的方法。

人工耳蜗是相对成熟的人
体义肢，也是改善听障人群听觉
体验的手段之一， 但由于费用、
产品体验等问题，实际植入人工
耳蜗的听障人群则相对较少。 数
据显示， 在发达国家也只有近
10%的潜在候选人植入了人工耳
蜗，在发展中国家则更少。

虽然人工耳蜗产品的成熟
度越来越高，但在机场、商场等
比较嘈杂的公共环境中，人工耳
蜗产品的声音敏感性仍有待提
高。 对声音进行降噪处理，提高
对声音的辨识能力，成为人工耳
蜗产品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通过 AI 降噪算法提升
人工耳蜗的产品体验，成为近年
来学术界和科技圈共同关注的
技术话题。 许多研究员和工程师

也开始尝试运用深度学习和数
据驱动的算法来解决人工耳蜗
的降噪及动态噪音处理问题。 但
实际在产品性能提升方面有较
大改善和效果的成果较少。

新技术赋能降本增效

有专家指出，听障领域面临
最大的挑战是复杂声学场景下
噪声带来的听力下降，以及对佩
戴者的听感和言语辨识度有着
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这个由腾讯多媒体实验室
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深圳
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联合发起
的“天籁行动”希望把最先进的
音频降噪技术导入人工耳蜗设
备，通过这个关键技术让现存的
人工耳蜗降本增效。

腾讯多媒体实验室联合国
内最大人工耳蜗厂商诺尔康，在
传统人工耳蜗噪声处理上结合
腾讯多媒体实验室天籁技术，在
整体提升听障人士的听觉体验
上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帮助他们
“听得见、听得清、听得真”。

“我们实验室是做声音技术
开发的，早前与腾讯内部多个无
障碍项目沟通，感受到听障人群
对声音的渴望，家长们也希望孩
子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获知声音
体验，这让我们想着去帮助听障
儿童，用科技助力。 ”腾讯多媒体
实验室高级总监商世东表示。

据诺尔康实验检测数据显
示，通过采用天籁技术，人工耳蜗
语音是被性能大幅提升， 平均识
别率达到 96.28%， 其中带噪语音
识别率为 93.38%， 环境噪音中声
音识别率达到 94.24%； 在手机
App中植入天籁技术， 手机双麦
阵列降噪的信噪比提升 20dB，
MOS 分提升了 0.3-0.5， 对于改
善听障人群听觉体验有着积极效
果。 整体而言， 通过应用天籁技
术， 听障人士的听觉体验在特定
场景下提升幅度能够达到 40%。

目前，该技术已经先后进行
了技术验证和患者试戴测试，均

获得良好效果反馈。
“人工耳蜗现有技术不如腾

讯 AI 降噪技术好， 把新技术放
到产品里，需要事先获得临床注
册才能合法放置。‘天籁行动’将
这个技术嵌入从低端到高端的
整个系列产品中，就算现在用着
旧耳蜗的患者，这款技术只要获
得药监局批准，可以免费给他们
更新。 ”商世东解释道，“人工耳
蜗产品属于医疗器械，任何新的
改进都需要经历医疗器械的整
个流程， 这个流程最快需要半
年，最慢需要一年。 现阶段正在
进行临床患者样本试验，后续会
扩大到几百个样本量，最终通过
大量样本量得出结论，再去给药
监局做信息的注册和更改。 ”

目前，“天籁行动”可以很快
让几百个听障人士免费获得体
验， 拿到注册证以后可以用，最
快的话明年下半年。

产品的更新换代，特别是高
科技的医疗产品，研发费用都是
大头。 用新技术赋能人工耳蜗会
否引发产品价格上涨？

“一个产品从研究到市场推
广可能需三至五年，通过一年时
间做几百个动物和临床试验，这
些都有成本，新品推出价格会有
提升。 但针对人工耳蜗产品的降
噪技术，包括已售和将要出售的
产品，这种技术的植入将不收取
任何额外费用。 ”李楚说。

“下一步我们将这项技术开
放给行业中的更多合作伙伴，同
时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技术和实
际效果，让听力障碍者们未来能
够拥有跟普通人一样的听力。 ”
商世东总结道。

公益组织助力听障问题

随着年龄增长，原先听得见
声音的老年人慢慢变得听不清。
日常沟通和生活中， 想听听不
到，受听力困扰场景频现。 而通
过各种媒介传播看到听障儿童，
外表看上去正常，但听不见说不
出，言语表达受限。

作为“天籁行动”的另一方
参与者，常年关注无障碍研究的
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用公
益力量助力听障问题解决。

梁振宇是深圳市信息无障碍
研究会秘书长， 作为腾讯多媒体
实验室联合第三方专业机构深圳
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 现场发布
了《AI 降噪技术助力听障白皮
书》，针对听障人群现状、听力技
术发展难题、 新技术为听障人群
体验带来的新突破进行展开，全
面、客观而细致地介绍包括 AI 等
新技术为听障人士带来的改变。

“天籁行动”的推出在梁振
宇看来，实际上是中国公益领域
企业公益的趋势。

“早前，互联网公司公益大
多选择环保、 捐学校这类项目，
没有将核心竞争力与公益相结
合。 企业公益的趋势更多是用最
新的技术解决千百年未解决的
社会问题。 科技公司用科技实力
帮助弱势群体，让科技向善成为
社会引领。 ”梁振宇说。

“AI 降噪技术运用高科技助
听领域， 这一直以来是一个空
白，‘天籁行动’ 填补了这个空
白。 ”梁振宇补充道。

在众多奖杯中，小婷最喜欢的还是这个赛跑赢得的奖杯，尽管只是第
8 名的成绩，但她觉得这个意义胜过所有———这是在一场特殊人群

马拉松赛中，来自广东佛山的听障女孩小婷努力拼搏获得的成绩。
9 月 27 日，国际聋人日。 当天，一个旨在帮助听障人群的名为

‘天籁行动’的公益活动在深圳启动，装上人工耳蜗的小婷现身说
法，感动众人。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现有听力残
疾人士 2780 万人。

当前，虽然人工耳蜗的成熟度不断提升，但由于费用、产品
体验等原因，实际植入的听障人群相对较少。 而在嘈杂的公共
环境中，人工耳蜗声音敏感度也有待提升，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提升产品体验，成为人工耳蜗产品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听障者
的特殊需求、无障碍普及率等仍有待弥补。

国际聋人日：
用技术为听障人群赋能
96.28%平均识别率让美丽更动“听”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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