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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颅骶疗法治疗慢性失眠的临床疗效及疗效特点。方法：４２例慢性失眠患者接受颅骶疗法，每周２次，４周为一观察周期。观察
临床疗效，并分析临床疗效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病程、不同病情、不同证型患者的关系。结果：４２例慢性失眠患者的总有效率为８８．１０％。
不同性别患者疗效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不同年龄段、不同病程、不同病情、不同证型患者疗效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结论：颅骶疗法能
够有效治疗慢性失眠症，较为适用于年轻、病程较短、轻、中度患者，以及虚证和肝气不舒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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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２．
５０％，明显低于对照组的３４．３８％，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４。

表４　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例

组别 ｎ 固定失效 肩痛 针尾皮肤感染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４０ １ ４ ０ １２．５０％＃

对照组 ３２ ２ ６ ３ ３４．３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肩锁关节脱位和锁骨骨折是骨科常见的损伤之一，根据其损伤程度

和部位，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然而，不同类型的损伤治疗方式不尽相
同。锁骨远侧端骨折目前公认是Ｎｅｅｒ，即附着于骨折端的喙锁韧带完整
为ＮｅｅｒⅠ型，附着骨折近端的喙锁韧带断裂为 ＮｅｅｒⅡ型，单纯残留远端
小骨块与肩峰成关节，喙锁韧带完全断裂，骨折只累及肩锁关节面为

ＮｅｅｒⅢ型［２］。肩锁关节脱位Ｔｏｓｓｙ将其分为３型，ＴｏｓｓｙⅠ型：肩锁韧带
不完全断裂，喙锁韧带完整；ＴｏｓｓｙⅡ型：肩锁韧带完全断裂，喙锁韧带牵
拉伤，锁骨远端半脱位；ＴｏｓｓｙⅢ型：肩锁韧带及喙锁韧带完全断裂，锁骨
远端完全移位［３］。ＴｏｓｓｙⅠ、Ⅱ型肩锁关节脱位及 ＮｅｅｒⅠ型锁骨远端骨
折，一般可以采用非手术治疗，但是Ⅲ型肩锁关节脱位和ＮｅｅｒⅡ型、Ｎｅｅｒ
Ⅲ锁骨远端骨折，各韧带均已破坏，相当于全脱位，内固定效果不好，多
主张手术治疗，复位固定后修复断裂的韧带。

我们采用锁骨钩钢板治疗肩锁关节全脱位及锁骨远端骨折，取得了
满意的临床疗效，如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手术切口长度短
于对照组，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优良率９５．００％高于对照组的７８．
１３％，并发症发生率１２．５０％低于对照组的３４．３８％。我们发现，采用锁
骨钩钢板固定具有以下优点：①锁骨钩钢板符合几何力学、解剖学及生
物力学等特点。如锁骨钩钢板的弯钩在向后方钩住肩峰，不直接通过肩
锁关节，有利于肩锁关节及喙锁、肩锁韧带的修复，避免了创伤性肩锁关
节炎的发生；弯钩本身在肩峰下方可滑动，使肩锁关节可以保持微动，符
合肩锁关节的生物力学，降低了内固定物的剪应力，减少了金属疲劳性
断裂的发生率［４］。②锁骨钩钢板内固定坚强，有利于早期功能锻炼，同
时可使肩锁关节达到解剖复位。术后早期进行肩关节功能锻炼，可以减
少肩关节粘连、僵直，防止外伤性肩周炎的发生，有利于肩关节功能的早

期恢复和骨折的愈合，减轻肩部疼痛和活动受限程度。③锁骨钩固定手
术方式简单、手术时间短、创伤小，有利于肩关节的功能恢复。而克氏针
加张力带钢丝固定，克氏针直接经过肩锁关节，容易导致肩锁关节炎，软
组织粘连，术后和骨折愈合后出现疼痛；当肩关节活动时肩锁关节出现
微动，能引起克氏针松动，严重者导致断裂或肩峰骨折；同时，克氏针太
细时固定不牢固，太粗易造成肩峰骨折，还可出现螺钉退出和张力带钢
丝断裂等现象。

肩锁关节的稳定性依赖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①关节囊及其加厚部
分形成的肩锁韧带；②三角肌及斜方肌的腱性附着部分；③喙锁韧带的
锥状韧带及斜方韧带［５］。所以，术中应加强喙锁韧带和关节囊的修补，
可以使肩关节固定更加稳定，有利于术后锻炼，同时也关系着手术的成
功与否。术中还要清除肩锁关节中的关节软骨碎片等，避免术后创伤性
关节炎的发生；应使钢板插入后钩部紧贴肩峰下骨皮质，其间无筋膜等
软组织的嵌顿，固定更加牢固，可有效防止滑钩的发生［６］。

综上所述，锁骨钩钢板是治疗肩锁关节脱位和锁骨远端骨折具有固
定牢固，固定成功率高，手术操作简单，时间短，出血少，创伤小，术后功
能康复快，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１］　ＫａｒｌｓｓｏｎＪ，ＡｒｎａｒｓｏｎＨ，ＳｉｇｕｒｊｏｎｓｓｏｎＫ．Ａｃｒｏｍｉｏｃｌ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ｃｏｒｃｏａｃｒｏｍｉａｌｌｉｇ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Ｊ］．ＡｒｃｈＯｒｔｈｏｐ
ＴｒａｕｍａＳｕｒｇ，１９８６，１０６：８

［２］　ＮｅｅｒＣＳＪ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ｌｔｈｉｒｄｏｆｃｌａｖｉｃｌｅ［Ｊ］．ＣｌｉｎＯｒｈｏｐ，

１９６８，５８：４３
［３］　ＴｏｓｓｙＪＤ，ＮｅｗｔｏｎＣＭ，ＳｉｐｍｏｎｄＨＤ．Ａｃｒｏｍｉｏｃｌａｖｉｃｕｌａｒｓｅｐａｒａ

ｔｉｏｎｓ：ｕｓｅｆｕ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Ｃｌｉｎｏｒ
ｔｈｏｐ，１９６３，２８：１１１－１１９

［４］　章卓铭，陈长松，张笑峰，等．锁骨钩钢板治疗Ⅲ型肩锁关节脱位及
锁骨肩峰端骨折的疗效分析［Ｊ］．临床军医杂志，２００５，３４（６）：７２２
－７２３

［５］　艾尔肯·玉麦尔，阿迪力·热孜，阿德力·阿布都热西提．克氏针
钢丝张力带固定治疗肩锁关节脱位４５例疗效分析［Ｊ］．新疆医科
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３０（８）：８９４－８９５

［６］　李勇，蒋赛．锁骨钩钢板在肩部创伤治疗中的应用［Ｊ］．临床医学，

２００６，２６（９）：３９

２ 按摩与康复医学　２０１０．９（中）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０，Ｎｏ．２６

①
②

李君，女，香港特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型针灸方法的临床运用研究。

黄泳，女，医学博士、博士后，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针灸疗效的机制研究。通讯作者。



　　颅骶疗法（Ｃｒａｎｉｏｓａｃ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Ｇａｒｎｅｒ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Ｄ．Ｏ
创建，是通过触摸颅骨和骶骨，改善脑脊液的流动，从而松解结缔组织或
者神经系统中的限制的方法［１］。治疗师用柔和的手法，触摸患者颅骨和
骶骨，以调整人体各系统平衡，促进脑脊液流动，清除人体的代谢废物、
瘀血、毒素，促进颅骶节律的恢复，提升人体的自愈功能。国外以及港澳
台地区，颅骶疗法运用较多。但是，中国内地的临床运用相对较少。笔
者运用颅骶疗法治疗慢性失眠症，取得良效，小结如下。
１　临床资料

４２例慢性失眠患者，来自香港天佑堂、昊域、良方等中医诊所（２００９
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５月），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
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不寐的诊断标准［２］，病情分级参照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布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３］，中医辨证分型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２］。

上述４２例患者均符合以下纳入标准：失眠病程大于６个月，并符合
下列条件者：①主诉睡眠生理功能障碍（睡眠中断或睡眠时间减少引起
的睡眠障碍）；②白日疲劳、头胀、头晕等症状系由睡眠障碍干扰所致；③
匹兹保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总分＞７分；④签署知情同意书。也符合以
下排除标准：①全身性疾病如痛疼、发热、咳嗽、手术等，以及外界环境干
扰因素引起失眠者；②年龄在１８周岁以下者或６５周岁以上者，妊娠或
哺乳期妇女；③合并有心血管、肺、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
者，精神病患者。

其中，男１８例，女２４例；年龄小于２０岁者３例，２０－３９岁者１５例，
４０－５９岁者２１例，大于５９岁者３例；病程６－１２月者１８例，１３－１８月
者１８例，大于１８月者６例；轻度１４例，中度１９例，重度９例；心脾两虚
型２０例，心胆气虚型５例，肝郁化火型８例，痰热内扰证型４例，阴虚火
旺型５例。
２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接受颅骶疗法治疗。患者仰卧双膝腘窝处用枕头垫高，术
者坐在患者的头顶处。术者两拇指置于患者双耳后，双掌重迭，包绕在
患者项下，并轻轻调校患者脑脊液流动频率。颅骶治疗由受过专门训练
的治疗师完成。每次治疗持续约３０ｍｉｎ，每周２次，治疗４周共８次。

治疗结束后，观察临床疗效。临床疗效判断根据《中医病证诊断疗
效标准》［２］：痊愈：睡眠时间恢复正常或夜间睡眠时间在６ｈ以上，睡眠深
沉，醒后精力充沛；显效：睡眠明显好转，睡眠时间增加３ｈ以上，睡眠深
度增加；有效：症状减轻，睡眠时间较前增加不足３ｈ；无效：治疗后失眠无
明显改善或反加重。

所有数据由不参与治疗和观察的专人整理，采用秩和检验比较不同
性别、年龄、病程、病情、中医证型患者的疗效差异（ＳＰＳＳ１３．０ｆｏｒｗｉｎ
ｄｏｗｓ软件包）。
３　研究结果

４２例慢性失眠患者，经过４周治疗后，痊愈７例，显效１８例，有效１２
例，无效５例，总有效率为８８．１０％。不同性别的慢性失眠患者疗效比
较，没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表１）；不同年龄段患者疗效比较表明，颅
骶疗法对于不同年龄段的慢性失眠疗效不同（Ｐ＜０．０１），有趋势表明，年
龄小于２０岁者、年龄介于４０－５９岁年龄段患者疗效较好（表２）；不同病
程疗效比较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１），有趋势表明，病程越短疗效越好（表
３）；不同病情患者疗效比较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１），有趋势表明，轻、中度
患者疗效较好（表４）；不同证型患者疗效比较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１），有
趋势表明，颅骶疗法对于虚证和肝气不舒疗效较好，对于痰热内扰疗效
则稍次（表５）。

表１　不同性别患者疗效比较（例）

性别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男性 １８ ４ ８ ６ ３

女性 ２４ ３ １０ ６ ２

表２　不同年龄段患者疗效比较（例）

年龄（岁）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２０ ３ ３ ０ ０ ０

２０－３９ １５ ２ ３ ９ １

４０－５９ ２１ ２ １５ ２ ２

＞５９ ３ ０ ０ １ ２

表３　不同病程患者疗效比较（例）

病程（月）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６－１２ １８ ５ ９ ４ ０

１２－１８ １８ ２ ８ ８ ０

＞１８ ６ ０ １ ０ ５

表４　不同病情患者疗效比较（例）

病情分级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轻度 １４ ３ ９ ２ ０

中度 １９ ４ ７ ７ １

重度 ９ ０ ２ ３ ４

表５　不同证型患者疗效比较（例）

证型 Ｎ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心脾两虚 ２０ ４ １１ ５ ０

心胆气虚 ５ ０ １ ３ １

肝郁化火 ８ ３ ３ ０ １

痰热内扰 ４ ０ １ ０ ３

阴虚火旺 ５ ０ ２ ３ ０

４　讨论
在头盖骨中，存在着不依赖于肌肉的非随意运动。颅骨内膜系统，

即所谓的交互性张力膜，易于受到张力的影响，并限制运动的正常幅度。
这些运动的本质是有节律的，该节律并且取决于脑室的收缩和膨胀。头
颅骨的活动像心脏脉搏跳动一样，是一种不由自主的生理活动，称之为
“颅骶节律”（ＣｒａｎｉｏｓａｃｒａｌＲｈｙｔｈｍ）。这种节律在人体生病时就会产生异
常现象，能够被治疗师利用手法加以评估和调节。颅骶疗法就是基于该
原理而产生的。

施行颅骶疗法时，患者仰卧、放松，术者双手包绕于患者后项部，手
指配合患者头部脑脊液的流动节律，上下、左右起伏，柔和地移动手指
头。同时，集中意念去感知患者头部轻微的运动节律。并通过手指的轻
柔触感，时放松、时紧拉等小幅度调校动作，来舒缓患者过快或过慢的颅
骶节律。当头部的波动停止时，患者会自发地出现不受任何干扰的静止
点，此时脑脊液的运行停止。此后，在治疗师的引导下，脑脊髓液会明显
恢复正常，至每分钟６－１２次，其波动也会变得平静、匀称和生机勃勃。

颅骶疗法港澳地区运用较多，近期报道如纤维性肌痛、多发性硬化、
慢性失眠、哮喘的治疗，都以颅骶疗法为主，临床疗效肯定［４－７］。我们的
观察集中在慢性失眠患者。初步观察表明，颅骶疗法治疗慢性失眠的总
有效率为８８．１０％，对于男性、女性病人同样适用，有趋势表明，该疗法对
于年龄小于２０岁者、年龄介于４０－５９岁年龄段患者疗效较好、对于病程
越短者疗效越好、对于轻、中度患者疗效较好，对于虚证和肝气不舒疗效
较好。

总之，颅骶疗法治疗慢性失眠，疗效肯定，值得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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