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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摩治疗新学派

颅骶疗法

本报记者 刘寿永

3月 23日, 在京举行的 中美手法医疗学

术报告会 上,美国尤伯莱彻学院的专家分别介

绍了美国手法中的颅骶疗法、整脊疗法、内脏手

法治疗等, 其中罗兰博士介绍的颅骶疗法为中

国推拿按摩师所不熟悉。为此, 记者在翻译的

帮助下采访了罗兰博士。

大洋彼岸的洋按摩

在北京德宝饭店的会议厅, 一位金发碧眼

的美国女士,操着标准的美式英语,正在讲解美

国独特的按摩手法 颅骶疗法。来自北京地

区 65家医院的 150余名推拿、康复、理疗医师,

随着她的手式, 时而抱头,时而捏肘。这就是近

日北京按摩医院、美国尤伯莱彻学院、北京中医

药学会联合召开的首届 中美手法医疗学术报

告会 上的一个场面。颅骶疗法,就是美国同行

带给中国按摩界的一份礼物。

颅骶疗法主要是通过柔和的手法治疗来缓

解特定骨骼的运动受限的一种新兴的疗法。该

疗法和中医推拿、整脊疗法、淋巴排毒、内脏治

疗等多种疗法一样, 是近年来兴起的替代医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换, 越来越多的人趋向

选择无创伤、无毒副作用的自然治疗及自然保

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 替代疗法的发展很快,

其中手法治疗尤为突出。据统计, 1999年美国

人在替代疗法上的支出就达到 272亿美元。美

国医学会杂志刊登的调查显示, 1997年美国选

择替代疗法治疗疾病的人占患者总数的 46% ,

整脊、颅骶疗法等手法治疗在美国正受到越来

越多的人关注, 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并

逐渐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美国尤伯莱彻学院为颅骶疗法的发明人尤

伯莱彻先生所创立, 该学院不仅在美国开展大

量的科研、临床和培训工作,还在欧洲和日本建

立分支机构, 到目前已为世界各地培训了 5万

余名治疗人员。此次他们应邀来到中国, 就是

为了向中国同行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

北大医院康复科的李医生, 近来睡眠不好,

且常感头痛。美国的罗兰博士采用颅骶疗法为

她治疗。罗兰博士让李医生躺在按摩床上, 她

的手轻轻地放在李医生的头上,人们几乎看不

出罗兰博士用力,而躺在按摩床上的李医生,像

是被催眠了一般。经过一小会儿, 罗兰博士说

了声 OK ,李医生坐了起来。人们纷纷向李医

生询问感觉,李医生讲, 感觉好多了 。人们无
不为之感到惊讶。

北京按摩医院副主任医师周小波说, 颅骶

疗法在理论上自成体系,且研究有一定的深度。

用颅骶疗法的理论不但可以指导临床, 而且还

能解释中医所说的一些现象。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副主任医师李守良说,

颅骶疗法的适应证, 用中医按摩手法也可以治

疗,可用如此轻柔的手法治疗疾病,回去后还要

继续摸索。

北京按摩医院院长胡向阳说,中医推拿作

为我国特有的传统手法治疗技术,近年在国内

外受到了高度重视, 被越来越多的患者认识和

接受,但中医推拿在学科建设, 特别是功能评

价、治疗技术、治疗效果的定量规范方面,还有

许多工作要做。中医推拿这门古老的自然医疗

技术要想真正走向世界, 需要不断与国外同行

交流,借鉴国外同行的成功经验, 充实新的内



容、形式。正是基干这个原因,北京按摩医院作

为北京地区惟一一家推拿专科医院,主动了解

搜集国际手法治疗领域的最新进展情况, 出资

承办了此次学术活动。

胡院长表示, 我们非常珍惜这次学术交流

的机会,非常感谢美国同行送给我们颅骶疗法

这份厚礼。今后我们将继续在手法治疗领域举

办更多类似的国际交流活动, 以手法治疗技术

促进中医推拿在北京地区的发展。

颅骶疗法的产生

颅骶疗法是手法治疗中的新生学派, 这个

学派是怎样产生的呢?

据罗兰博士介绍, 早在 20 世纪初, 人们就

开始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当时, 人们仅注重观

察颅骨及其连接处的骨缝活动的情况。最初的

探索性颅骨临床操作是由那些整骨师及按摩师

们完成的。这些先锋们虽然各执己见, 但是他

们围绕着的中心概念却是一致的, 即颅骨是可

以运动的。传统的解剖学学者认为, 人在新生

儿时期颅骨才是可以活动的。而随着成年, 颅

骨会坚固地融合在一起。而关于这个问题的争

论,一直到最近还很激烈。

罗兰博士讲到这里, 突然问记者是否懂得

医学? 当记者表示自己在大学里学的是医学

时,她显得非常高兴,似乎找到了和记者之间的

共同语言。罗兰博士接着对记者说,在 20世纪

70年代,密歇根大学整骨医学院就试图解决关

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他们将赞成和不赞成这一

传统观点的研究人员组成小组进行研究, 主要

的假设为颅骨是可以运动的。

通过研究新鲜的颅骨标本, 而不是采用过

去的方法,研究应用化学方法储存的标本,密歇

根大学研究小组阐明: 颅骨有运动的潜力。光

学和电子显微镜证实了在颅骨骨缝中有血管、

神经纤维、胶原和弹性纤维的存在。没有明显

的证据表明颅骨骨缝的骨化, 妨碍颅骨之间的

运动。密歇根大学研究小组还实施了进一步的

研究,他们在成年的灵长娄颅骨的开放的表面

安装天线以进行无线电监测。这项研究旨在精

细地测量颅骨运动的振幅和频率。

随着颅骨运动理论的建立,阐明这项运动

背后的机制成为密歇根大学研究小组的下一项

任务。通过这一系列研究, 颅骶硬脑膜和脑脊

液被整合成为一个称之为颅骶系统的整体模

型。

颅骶疗法的诊疗技巧

颅骶疗法有哪些诊疗技巧呢? 罗兰博士

说,主要概括为触诊技巧、轻柔用力、组织放松

等几个方面。触诊是通过触觉来检查身体的一

门学问。通过触诊,可以检查皮下结构的形状、

运动和相互关系, 可以发现一个器官的正常或

异常的功能, 可以评估关节以及它的肌肉、韧

带、肌腱等附属结构的运动性,可以感知体液的

流动,可以感知骨与骨之间的运动关系。实践

者有各种各样的触诊技巧。总体来说,这些技

巧包括侵入性和非侵入性、主动和被动、紧密接

触和轻微或根本不接触等等。

侵入性或侵害性触诊采用强力或重力来检

查皮下的结构。通常触诊使用的强力可以激发

出身体被检查部位的同样强烈的反应, 如肌紧

张、疼痛等机体对抗触诊者的反应。这样触诊

获得的资料只能够较好地反映机体的防御机

能,但却不能很好地反映通过触诊可能感知的

其他潜在状况。

非侵入性触诊可以在不激发防御反应的情

况下进行检查。正是这种触诊方法在颅骶疗法

中应用最多。非侵入性触诊使得医师可以感觉

到与患者之间的一种 融合 的感觉, 就像把一

块海绵放在水里,信息通过医师的手传递过来。

轻柔用力在颅骶疗法中是最应注意的。我

们已发现,在颅骶疗法中用力柔和可产生更好

的治疗效果。颅骶治疗师在颅骶触诊和治疗过

程中必须尽可能用最轻柔的力。治疗师们越接

近这个标准则效果越好。如果, 你一开始学习

颅骶治疗的技巧时就这样做的话,就会很快养

成尽量用最小的力的习惯。

那么,用多大的力合适呢? 关于这一点,下

列三个类比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它提供了一

个关于颅骶系统需要使用多大力的参照点。其

一,想像一片薄玻璃纸漂浮在一碗水上,你的手



接触玻璃纸的表面, 使它沿着水面移动而不使

它变形所需用的力, 就是加在颅骶系统的力的

大小。其二,大约就是用一个手指顶起一枚硬

币需用的力。其三, 当你闭上眼睛,觉得有力压

在身上,而又感觉特别舒服, 这种力的大小, 就

是我们所要使用的力的大小。通过上述例子,

你可感受到颅骶疗法所用的力的大小。

组织放松 或 放松 , 是指当采用的疗法
圆满成功后, 感受到的柔和松弛的感觉。这并

不意味着整个治疗已经结束了, 而只是这个阶

段结束了。

有多种因素与 组织放松 有关, 任何一种

可以察觉的放松都可能涉及一个或多个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使引起组织紧张度增加的神经

反射减弱; 使组织形态改变, 从僵硬到变得松

软,这表明组织纤维恢复到初始的状态;治疗时

感觉到通过组织的液体流量增加; 治疗时感觉

到通过组织的液体 能量 增加;从机体的适当

部位热量释放增加; 当触诊相关区域时,医师的

手有一种 排斥为 的感觉;与 释放 相关,有一

种 治疗搏动 逐渐增强和逐渐减弱的感觉。

组织放松 必须被颅骶疗法治疗师体验和
理解,颅骶疗法治疗师才有可能为患者实施 组

织放松 。

什么是颅骶系统

颅骶系统是近年来发现的生理系统。它是

由包裹脑和脊髓的硬脑膜组成的一个半封闭的

液压系统。这个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产

生、循环和重吸收脑脊液。脑脊液在颅骶系统

内产生并且为脑和神经系统生长、发育和行使

功能提供一个生理环境。

正常时硬脑膜内的脑脊液的产生和重吸收

造成了颅骶系统内连续的液体压力的升和降。

半封闭的液压系统随着这种节律性压力搏动膨

胀和收缩。这种体积上的变化避免了颅骶系统

压力过高或过低。如果由于某种原因, 身体的

液压系统不能随着节律性压力搏动膨胀或收

缩, 那么继发的压力积聚可能造成功能障碍和

病理状态, 特别是包绕于颅骶系统中的中枢神

经系统。

颅骶系统具有如下的特征: 它具有节律性、

流动性,正常的频率是 6~ 12循环/分钟;它在

人类、其他灵长类动物、犬类、猫科动物、马以及

所有或大多数其他脊椎动物都有同样的特征,

在头部最易触知,也可在身体其他部位触摸到;

在非病理情况下颅骶系统的波动频率稳定;濒

死、脑损伤患者及昏迷患者可以见到异常的低

频率;在发热的急性病、多动症儿童,以及高级

中枢支配缺损的部位可见到异常的高频率。颅

骶系统的波动有助于查找到引起生理运动丧失

的任何疾病的病理问题(例如:身体功能障碍、

炎症反应、粘连或手术疤痕、创伤瘢痕、血管意

外等)。

颅骶疗法的操作

颅骶疗法用非常温和的牵拉力或上提力来

完成治疗。在颅骶循环的收缩或舒张过程中,

颅骶治疗师受颅骨运动的自然方式指引,柔和

用力,进行治疗。罗兰博士介绍说,如果柔和地

牵拉,使颅骨产生自由并且平滑的、在正常范围

之内的运动, 就不应该存在任何潜在的限制。

通常医师在进行柔和牵拉时会遇到抵抗,这表

明在颅骶系统中存在潜在的限制。

限制是颅骶系统自由运动的障碍,可能会

在相邻的骨骼或在颅骶硬脑膜中产生。因此,

在骨性和膜性的限制之间就产生了差别。这两

种限制给医师的触觉是不同的。

骨性限制是僵硬的。这种类型的限制表现

为颅骨缝缺乏活动性 通常是由于颅骨缝

堵塞 的结果。它让人感觉就像在颅骨缝的连
接处用黏合剂粘住了一样。

膜性限制是有弹性的。这种类型的限制存

在于颅骶硬脑膜内。在医师温和的牵拉下, 膜

性限制的感觉就像被拉开的橡皮圈, 随时都会

弹回去。

区别骨性和膜性限制在颅骶系统的治疗基

础中显得非常重要。虽然接触点都在颅骨上,

但治疗方法上是有所不同的。骨性限制抑制正

常的颅骨运动, 潜在的膜性限制与颅骶系统正

常的顺应性相互作用,伴随着脑脊液压力的上

升和下降而变化。具体的治疗方法为,在骨缝



的部位,按照颅骨运动要求的方向,进行柔和地

牵引。

当遇到僵硬的、像水泥一样的限制时,一定

存在骨性限制。骨性限制如果存在, 会比膜性

限制先被感觉到。处理骨性限制通常采用如下

的方法:持续轻柔的牵拉通常会解除骨性限制。

在骨性限制的区域进行 V 字形的手法扩展按

摩,可能会使它得以解除。在颅骨缝的部位使

用特定的按摩可解除骨性限制。当潜在的、僵

硬活动障碍不再被感觉到的时候, 表明骨性限

制得到了纠正。

当遇到弹性限制时, 表明存在膜性限制, 必

须加以纠正。膜性限制可能单独出现或在解除

了骨性限制之后出现。

处理膜性限制通常采用如下的方法: 持续

轻柔的牵拉通常就能解除膜性限制。当抵抗的

弹性阶段变得柔软, 或柔韧,并且与之相关的颅

骨能够很自由地到达其运动的终点时,表明膜

性限制得到了纠正。

当不受限制的颅骨和下面的硬脊膜可以正

常运动时, 治疗就可以终止了。终止治疗必须

在慢慢地解除轻柔的牵引的情况下结束。

颅骶疗法用于治疗什么病

颅骶疗法主要通过柔和的手法治疗来缓解

特定骨骼的运动受限。如颅骨(包括面部)、脊

柱、骶椎、尾椎、骨盆和四肢等。它是一种全身

疗法, 协同纠正筋膜、脏器、和其他机体组织能

量或气的失衡。颅骶疗法侧重于纠正脑脊膜的

异常紧张和压力,并特别注意最外层膜、硬脊膜

以及它的筋膜连接。颅骶疗法可去除障碍, 促

进脑脊液在它的膜腔室中的运动并纠正和平衡

收到的能量场。颅骶疗法可调节中枢神经系

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血管系统、淋巴系

统、骨骼系统、呼吸系统的功能, 并通过植物神

经系统调节内脏器官。颅骶疗法能有效治疗脑

和脊髓功能障碍, 特别是治疗痉挛性瘫痪和癫

痫。颅骶疗法的其他适应证还包括脑瘫、认知

障碍、头痛、运动障碍、斜视、颞下颌关节功能紊

乱、月经不调、抑郁状态、慢性疼痛、慢性疲劳、

低位后背痛、泌尿生殖器疾病、消化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运动受限等。

罗兰博士还介绍一个典型的病例。在

1999年初, 有一位叫马迪的 2 岁小男孩, 在没

有人注意的时刻,自己跑到院子里,跌倒在一个

很小的小水坑里。尽管水坑里的水并不多, 可

却差一点把小马迪淹死。这次意外给小马迪留

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他经常发生严重的痉挛抽

搐,且伴有角弓反张、尖声惊叫。神经科的医生

认为,马迪的病情非常严重, 用不了几年,他将

变为植物人。一位社会工作者甚至对他的父母

说: 上帝不会再为你们做任何事了, 你们只能

带着其他的孩子回家了。 虽然使用了许多镇定

药物,马迪的症状只能得到暂时的缓解, 然而,

马迪的父母并没有放弃治疗。后来,马迪的父

母找到了颅骶疗法治疗师。一位颅骶疗法治疗

师在得到允许后,为马迪进行了治疗,他把一只

手放在马迪的脊柱下, 另一只手放在胃的部位,

一会儿, 马迪的痉挛减轻了许多, 尖叫也停止

了。马迪的母亲说,这位颅骶治疗师是第一位

不用药物而让马迪安静下来的人。经过颅骶疗

法的治疗,到 1999年 8月, 马迪的临床症状减

轻,不再使用任何药物治疗,只接受颅骶疗法的

治疗。马迪的母亲说, 马迪在发生事故后,头上

出现了一个包, 而医生们却认为是正常的。经

过颅骶治疗师的治疗, 马迪头上的包消失了。

随 着包的消失, 马迪的症状逐渐改善。到现

在,马迪已能自己行走,并和其他人进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